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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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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在 2021 年度为公司部分子

公司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业务合作方）申请银行

综合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

函、票据贴现、保理、出口押汇、外汇远期结售汇以及衍生产品等相关业务）及

日常经营需要（包括但不限于履约担保、产品质量担保）时提供担保，提供担保

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

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其中为

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为资产

负债率小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5 亿元。  

上述担保额度的期限为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在此额度范围内，公司将不

再就每笔担保事宜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有关的法律文件，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在

不超过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总担保额

度范围内适度调整各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

担保额度，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公司本次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小于 70%的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5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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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络有限公司 100% 53.74% 6,772.49 65,000.00 58.91% 否 

香港恒邦电子有限公司 100% 9.78% - 5,000.00 4.53% 否 

新加坡商络有限公司 100% 88.57% 3,894.78 15,000.00 13.59% 否 

南京恒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 37.04% - 10,000.00 9.06% 否 

南京哈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 34.13% - 5,000.00 4.53% 否 

 合计   10,667.27 100,000.00 90.62%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香港商络有限公司（简称“香港商络”）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香港商络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 年 8 月 14 日 

已发行股本 7,900 万港元 

实收资本 7,900 万港元 

注册办事处地址 Unit2, LG1, Mirror Tower, 61Mody Road, Tsim Sha Tsui，Kowloon, 

Hong Kong 

主要生产经营地 香港新界屯门震寰路 3 号德荣工业大厦 5 字楼 D 座 6 室 

企业类型 私人公司 

注册号 No. 1952728 

股权结构 商络电子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电子元器件、电器产品、通信产品、日用百货的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18,984,138.40 589,507,622.58 

负债总额  256,104,859.44 316,784,948.03 

净资产  262,879,278.96 272,722,674.55 

资产负债率  49.35% 53.74%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1,277,483,776.50 496,550,493.94 

利润总额  31,826,564.80 11,611,230.43 

净利润  26,891,214.30 9,843,395.59 

注：2020 年度数据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第一季度数据未

经审计。  

（二）南京恒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南京恒邦”）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京恒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6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 周加辉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地秀路 757 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南京市绿地之窗 C-3 幢 9 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通信模块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以及相关技术咨询；信息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仓储服务；电子元器件、

电器产品、通信产品、计算机软件开发及技术咨询；供应链管理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MA1WNTBQ5B 

股权结构 商络电子持有 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7,595,691.45 100,054,226.65 

负债总额  56,795,763.23 37,061,968.50 

净资产  50,799,928.22 62,992,258.15 

资产负债率  52.79% 37.04%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723,994,792.68 193,240,737.87 

利润总额  29,245,564.09 16,258,811.40 

净利润  21,922,565.56 12,192,329.93 

注：2020 年度数据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第一季度数据未

经审计。  

（三）香港恒邦电子有限公司 （简称“香港恒邦”）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香港恒邦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6 月 26 日 

已发行股本 500 万港元 

实收资本 500 万港元 

注册办事处地址 Unit2, LG1, Mirror Tower, 61Mody Road, Tsim Sha Tsui，Kowloon, 

Hong Kong 

主要生产经营地 香港新界屯门震寰路 3 号德荣工业大厦 5 字楼 D 座 6 室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注册号 No. 2845221 

执行董事 周加辉 

股权结构 香港商络持有 100%股权 

香港恒邦 电子元器件、电器产品、通信产品、日用百货的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253,143.78 4,666,689.31 

负债总额  14,173.02 456,572.81 

净资产  4,238,970.76  4,210,116.50 

资产负债率  0.33% 9.78%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190,040.66 2,988,980.10 

利润总额  -277,993.81 -8,279.66 

净利润  -232,124.83 -59,146.84 

注：2020 年度数据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第一季度数据未

经审计。  

（四）南京哈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南京哈勃”）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京哈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12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 刘超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地秀路 757 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南京市绿地之窗 C-3 幢 407-410 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研发；供应链管理、服务及相关咨询；软件开发并提供相

关技术咨询和服务；网上销售电子产品；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MA1XLJ9A4P 



 

股权结构 商络电子持有 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619,118.21 2,325,656.20 

负债总额  1,176,339.36 793,631.03 

净资产  4,442,778.85 1,532,025.17 

资产负债率  20.93% 34.13%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7,598,000.00 -    

利润总额  644,879.13 -3,156,216.95 

净利润  587,561.11 -2,910,753.68 

注：2020 年度数据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第一季度数据未

经审计。  

（五）新加坡商络有限公司 （简称“新加坡商络”）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新加坡商络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1 月 29 日 

已发行股本 300 万美元 

实收资本 300 万美元 

注册办事处地址 6 Raffles Quay #14-06 Singapore 048580 

主要生产经营地 6 Raffles Quay #14-06 Singapore 048580 

企业类型 Exempt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公司编号 No. 201903536C 

董事 沙宏志、LI JIAN、刘超 

股权结构 香港商络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电子元器件、电器产品、通信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受设施）、日

用百货、服装、金银制品、珠宝首饰、建筑材料、办公设备销售；

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6,826,497.50 134,378,911.97 

负债总额  112,780,948.89 119,025,081.47 

净资产  14,045,548.61 15,353,830.50 

资产负债率  88.93% 88.57%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129,946,881.18 71,388,678.21 

利润总额  -3,642,086.19 1,702,815.49 

净利润  -3,017,743.30 1,532,533.94 



 

注：2020 年度数据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第一季度数据未

经审计。  

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业务正常，财务管理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

偿债能力，且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控制被担保对象的经营

及管理，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能切实有效地进行监督和管控，担保风险可控，不会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

及相关子公司与业务相关方共同协商确定，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

保额度。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公司子公司业务发

展的资金等需求，促进各子公司经营发展，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次

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于控股子公司，公司对

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实施有效控制，公司具有充分掌握

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故

其他股东可以不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董事会同意此次担保额度预计及为子

公司担保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均为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

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等需求，促进各子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公司有能力对

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此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预计的担保事项有助于解决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

的资金等需求，促进各子公司经营发展，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次被

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

控，同时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

担保事项预计。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若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担保事项审批通过，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含本

次审议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00,000.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90.62%；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 10,667.27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9.67%；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

为 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前述担保，均为公司与全资

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及上述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