
 

 

证券代码：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公告编号：2021-016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年公司与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董事会七届二十一次会议，会议以全票赞成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公司与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满足子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司及子

公司 2021 年度收付款计划及融资安排，预计公司与子公司 2021 年度将为子

公司及三级子公司银行授信或金融机构其他融资方式合计提供额度不超过

29.2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包括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额、子公司为

三级子公司担保额），上述预计担保额度为公司与子公司在担保额度有效期内

向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总额度的上限，实际担保金额以届时签署的担保合同

或协议载明为准。 

具体担保额度预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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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产负债

率 

末实

际担

保金

额 

额度 提供

担保

额度 

石家庄

常山北

明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石家庄常

山恒新纺

织有限公

司 

100% 65.46% 62,000 25,000 -17,000 45,000 7.48% 否 

石家庄

常山北

明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石家庄常

山恒荣进

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 

100% 88.60% 40,000 6,000 -10,000 30,000 4.99% 否 

石家庄

常山北

明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北明软件

有限公司 

100% 68.54% 192,000 139,063  192,000 31.91% 否 

北明软

件有限

公司 

北明天时

能源科技

（北京）

100% 50.50% 8,000 6,036 2,000 10,000 1.66% 否 



 

 

有限公司 

石家庄

常山北

明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舞钢智慧

城市科技

发展有限

公司 

90% 0.06% 10,000 0 0 10,000 1.66% 否 

石家庄

常山北

明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河北北明

鼎云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100% 10.10% 0 0 5,000 5,000 0.83% 否 

合计    312,000 176,099 -20,000 292,000 48.54%  

公司董事会提请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1 年公司与子公司预计担保

额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合理选择

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授信担保合作，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上述预计的

担保额度及授权事项自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预计担保额度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上述额度范围和有效期内发生的担保

事项届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将根据实施情况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石家庄常山恒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山恒新）  

1、名称：石家庄常山恒新纺织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石家庄高新区长江大道 280 号  

3、注册资本：29,000 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03年 7 月 8日  

5、法定代表人：薛建昌 

6、经营范围：天然纤维、功能型纤维、纺织品、新型高档纱线、服装的

研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纺织机械设备、纺织配件及器材、纺织工

具的销售；本企业科研产品、技术成果推广及转让；进出口业务；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劳保用品、橡胶制品、金属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

品及国家专控品除外）、机械产品、机电产品的销售；房屋租赁。 

7、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石家庄常山恒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山恒荣）  

1、名称：石家庄常山恒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 183 号  

3、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07年 3 月 26 日  

5、法定代表人：谢利红    

6、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纺织原料（棉花收购除外）、纺织品、服

装鞋帽、家纺、机电设备及零配件、汽车及配件、矿产品（石油制品除外）、



 

 

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橡胶、塑料产品（医用

橡胶塑料制品除外）、建筑装饰材料（木材除外）、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及器

材（无线电发射装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除外）、五金交电、生鲜肉、预包装

食品、散装食品、未经加工的初级农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辅助设备、

日用百货、化妆品、工艺美术品（古玩除外）、办公用品、钢材、花卉苗木、

乐器、纸制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儿童玩具、珠宝首饰、家具、玻璃制

品、陶瓷制品、健身器材、医疗器械、金属制品（稀贵金属除外）、电气成套

设备、制冷设备、母婴用品、石材、酒店配套用品、卫生用品、电子产品、

皮革制品、家用电器的销售，商务咨询（金融、证券、期货投资及教育咨询

除外）；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纺织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仓储服务；

机电设备租赁（不含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告业务；

发布国内户外广告业务。 

7、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北明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明软件）  

1、名称：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思成路 1号北明软件大楼 7、8 层  

3、注册资本：73,870 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时间：1998 年 3 月 31 日  

5、法定代表人：李锋  

6、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计算机零配件批发;软件零售;可再生能源领域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

件开发;办公设备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软件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技

术进出口;通信设备零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计算机批发;软件批发;计算机零售;计算机零配件零售;

电子元器件零售;环保技术开发服务;环保技术咨询、交流服务;环保技术转让

服务;仪器仪表批发;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代办公证手续服务;公证业务咨询服务;社会法律咨询；法律文书代理;人力资

源管理咨询;人力资源培训;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劳务派遣服务;经营保险代理

业务（具体经营项目以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

证》为准）;物联网服务。 

7、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北明天时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时能源） 

1、名称：北明天时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永引渠南路 18 号院 2 号楼 3 层 B307-B309  

3、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00年 7 月 19 日  

5、法定代表人：韩向明  

6、经营范围：物联网及人工智能、工业自动化控制工程、设备、节能及

能源的技术开发、转让、推广及服务；技术咨询；软件开发；产品设计；销

售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专用设备；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合同能源管理；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物业管理；专业承包；热力供应；经

济贸易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与公司关系：公司三级全资子公司 

（五）舞钢智慧城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舞钢科技） 



 

 

1、名称：舞钢智慧城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舞钢市垭口中心路 2 号院联通公司 2 楼 

3、注册资本：5,002.02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18年 3 月 29 日  

5、法定代表人：邓强 

6、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智能化安装

工程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维服务；信息系统咨询服务；信

息系统运营服务。 

7、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六）河北北明鼎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明鼎云） 

1、名称：河北北明鼎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崇因路 19号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19年 4 月 28 日  

5、法定代表人：赵立新 

6、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办公设备、电子元器

件、通信设备（地面卫星接收设备除外）、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计算机及通信设备（地面卫星接收设备除外）租赁；房屋建筑工程、楼宇智

能化工程施工；环保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新能源技

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七）产权关系方框图 



 

 

 

 

三、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 年末 

常山 

恒荣 

常山 

恒新 

北明 

软件 

天时 

能源 

舞钢 

科技 

北明 

鼎云 

资产总额 68,901 114,205 648,833 38,400 4,966 1,425 

负债总额 61,044 74,753 444,688 19,391 3 14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14,000 177,194 5,580 0 0 

流动负债总额 61,044 74,749 388,309 19,391 3 144 

净资产 7,857 39,451 204,145 18,976 4,963 1,281 

营业收入 166,668 72,399 530,902 20,806 0 886 

利润总额 -2,214 -3,931 23,748 2,575 -22 17 

石家庄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100%）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8.48%）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100%） 

石家庄常山恒荣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100%） 

石家庄常山恒新纺织

有限公司（100%） 

舞钢智慧城市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90%） 

河北北明鼎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100%） 

北明天时能源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100%） 



 

 

净利润 -1,679 -4,050 21,114 2,277 -22 17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包括担保、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5,936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

况 

BBB+ A- AA+ AA-   

（二）资产负债率情况 

被担保人 2020 年末 2021 年 3 月末 

常山恒荣 88.60% 88.86% 

常山恒新 65.46% 68.37% 

北明软件 68.54% 66.18% 

天时能源 50.50% 48.25% 

舞钢科技 0.06% 0.06% 

北明鼎云 10.10% 9.16%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授权公司管理层与银行等金融

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充分考虑了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资金安排和实际需求情况，有

利于提高公司决策效率，解决子公司及三级子公司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和

股东利益。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子公司及三级子公司，被担保的均为公司

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股权（“舞钢科技”除外）的子公司或三级子公司，公



 

 

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定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

项，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在为舞钢科技提供担保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要求确保担保风险可控，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违反《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之规定的情形，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不需要提供反担保。 

如公司与子公司在担保额度有效期内实际对外提供的担保超出本次预计

的担保额度或对外担保对象范围，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履行审议和披露程序，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1 年 3 月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312,000 万元，

占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51.86%。实际担保余额为 176,099 万元，

其中，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70,063 万元，子公司为

三级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6,036 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累计提供对外担保额度为 292,000 万元，占 2020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的 48.54%。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责任的情形。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上述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1、公司 2021

年预计为公司子公司银行授信或金融机构其他融资方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

计额度不超过 292,000 万元人民币，有助于促进公司子公司筹措资金和资金

良性循环，符合公司子公司经营发展合理需求；2、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各控股子公司，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

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3、为公



 

 

司子公司银行授信或金融机构其他融资方式提供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4、同意为公司子公

司银行授信或金融机构其他融资方式提供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