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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5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及

控股孙公司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请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申请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全资子公司及

控股孙公司计划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8亿元的授信额度（在不超过总

授信额度范围内，最终以各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限为一年，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同时，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

供5.8亿元的担保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1、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担保情况 

（1）全资子公司厦门宝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宝麦克斯”）

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的信用担保；厦门宝麦克斯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以其自有土地、房产为抵押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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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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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授信额度内进行抵押担保（涉及重大资产抵押、质押，达到规定披露标准的，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全资子公司南京友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智科技”）拟向银行

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3亿元的信用担保。 

综上，全资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授信额度，公司

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信用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前期已审批且尚在有效期内的担保情况：公司为友智科

技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担保期限为4年,截至目前实际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7,000万元。 

2、控股孙公司授信及担保情况 

（1）控股孙公司南京匹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匹卓”）拟向

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的授信额度，公司和友智科技为其提供不超过人

民币0.2亿元的信用担保； 

（2）控股孙公司南京聪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聪诺”）拟向

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的授信额度，公司和友智科技为其提供不超过人

民币0.2亿元的信用担保； 

（3）控股孙公司南京创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创筑”）拟向

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的授信额度，公司和友智科技为其提供不超过人

民币0.2亿元的信用担保； 

（4）控股孙公司南京友智慧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网电力”）

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的授信额度，公司和友智科技为其提供不超

过人民币0.2亿元的信用担保。 

综上，控股孙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0.8亿元的授信额度，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友智科技为其提供信用担保。 

为控股孙公司提供的前期已审批且尚在有效期内的担保情况：2019年12月，

公司和友智科技共同为控股孙公司“慧网电力”对签署《融资租赁合同》项下51%

的债权比例向中电投融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

本金4,080.00万元及其对应的手续费和利息，担保期限8年。截至目前实际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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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为人民币4,080.00万元。 

3、授信额度的审批及使用情况 

除前期已审批且尚在有效期内的担保情况外，上述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

本次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8亿元的授信额度（在不超过总授信额度

范围内，最终以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限为

一年，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授信额度的使用包括但不限于非流动

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额度、银行票据额度等授信业务（具体业务品

种以相关银行审批意见为准），并根据授信额度，办理相关资产的抵押、质押等

手续（涉及重大资产抵押、质押，达到规定披露标准的，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在上述审批的授信额度及额度的使

用期限内，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资

金需求确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

司与银行办理相关授信额度的申请事宜及办理相关资产的抵押、质押等手续，签

署上述授信额度内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宝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09年6月26日 

（3）法定代表人：容维涛 

（4）住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同龙二路887号 

（5）经营范围：从事精密模具、高低压开关柜、精密钣金结构件的研发、生

产、组装及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厦门宝麦克斯100%股权，厦门宝麦克斯为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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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074.65 20,380.25 

负债总额 11,924.12 12,192.91 

净资产 8,150.53 8,187.33 

营业收入 2,097.72 8,061.65 

利润总额 -59.41 -471.87 

净利润 -36.81 -351.10 

资产负债率 59.40% 59.83% 

经查询，厦门宝麦克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南京友智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5000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08年02月01日 

（3）法定代表人：陈东 

（4）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云密城3号楼401室 

（5）经营范围：软件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医疗器械制造、销售；

机械设备加工、销售；充电桩、输配电及控制设备、智能消费设备、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城市轨道交通设备、运输设备、自动化设备及其相关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销售；锅炉设备销售；热力生产；厂房及设备租赁；计量器具制造（按许

可证所列范围经营）；自动化控制系统集成；仪器仪表销售；计量器具研发、销

售；建材、五金、机械设备、木制品、小型机电产品销售；节能、环保信息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节能、环保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机电

工程设计、施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机械机电设备租赁、

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自动化设备安装、维修；环境与生态监测；水污染、

大气污染治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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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友智科技100%股权，友智科技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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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134.35 55,385.76 

负债总额 44,212.13 42,147.74 

净资产 13,922.22 13,238.02 

营业收入 4,751.56 15,381.26 

利润总额 802.87 -6,711.83 

净利润 684.19 -6,605.07 

资产负债率 76.05% 76.10% 

经查询，友智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南京匹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500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17年06月14日 

（3）法定代表人：安建利 

（4）住所：南京市建邺区贤坤路1号 

（5）经营范围：信息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数据处理；锅炉设备销售、安装、

维修；电力工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工程管理服务；节能环保设备的研发、生

产(限分支机构)、销售；环保设备的租赁；机电工程设计、施工；自动化控制系

统集成；企业管理咨询；节能技术研发、技术咨询；供热工程的技术服务及工程

管理；市场调研；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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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友智科技持有南京匹卓100%股权，

南京匹卓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90.72 5,495.71 

负债总额 1,430.08 1,388.25 

净资产 3,960.64 4,107.46 

营业收入 0.00 406.66 

利润总额 -146.82 -1,136.80 

净利润 -146.82 -1,1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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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负债率 26.53% 25.26% 

经查询，南京匹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南京聪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7日 

（3）法定代表人：杨军 

（4）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春路1号楼北楼9层936室 

（5）经营范围：节能技术、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仪器仪表、建材、五金、机械设备、木制品、机电产品销售；

节能设备、环保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机电工程设计、施工；企业管理咨询；

机械设备租赁；自动化设备销售及售后服务；环境保护监测；水污染、大气污染

治理；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市场调查；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与销售；进出口、

对外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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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友智科技持有南京聪诺100%股权，南

京聪诺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35.55 4,130.25 

负债总额 2,554.25 2,578.94 

净资产 1,481.30 1,551.31 

营业收入 24.78 198.23 

利润总额 -70.01 -1,365.02 

净利润 -70.01 -1,354.55 

资产负债率 63.29% 62.44% 

经查询，南京聪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南京创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17年05月27日 

（3）法定代表人：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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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凤展路30号2幢12层12D-13 

（5）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数据处理；市场信息咨询，

市场分析调查；计算机软硬件研发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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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友智科技持有南京创筑100%股权，

南京创筑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6.40 136.43 

负债总额 38.46 40.58 

净资产 67.94 95.85 

营业收入 17.70 281.13 

利润总额 -27.91 45.60 

净利润 -27.91 45.60 

资产负债率 36.15% 29.74% 

经查询，南京创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南京友智慧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3000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19年11月07日 

（3）法定代表人：安建利 

（4）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云密城G栋416 

（5）经营范围：电力技术研发；电力设备销售；环保技术、节能技术、信息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境保护监测；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研发、销售

及售后服务；节能设备、环保设备的研发、销售、租赁；软件开发、销售、技术

咨询；场地租赁；充电桩、输配电及控制设备、智能设备、通信设备、电子设备、

交通设施研发、销售；机械设备加工、销售；锅炉设备、仪器仪表、建材、五金、

机电产品销售；机电工程设计、施工；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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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友智科技持有慧网电力51%股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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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电力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139.93 12,463.98 

负债总额 10,136.84 9,780.09 

净资产 3,003.09 2,683.89 

营业收入 1,301.85 323.33 

利润总额 306.26 -313.44 

净利润 319.19 -310.87 

资产负债率 77.15% 78.47% 

经查询，慧网电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协议（一） 

（1）担保方：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厦门宝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4）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5）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2、担保协议（二） 

（1）担保方：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南京友智科技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4）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5）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3、担保协议（三） 

（1）担保方：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友智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南京匹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4）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 

（5）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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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担保协议（四） 

（1）担保方：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友智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南京聪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4）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 

（5）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5、担保协议（五） 

（1）担保方：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友智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南京创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4）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 

（5）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6、担保协议（六） 

（1）担保方：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友智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南京友智慧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4）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 

（5）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本次审议的担保事项为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尚未签订担保协议，具体担保内

容及金额以实际签署的协议或合同为准。关于担保事项的实际开展情况，公司将

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厦门宝麦克斯及友智科技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公司本次为其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其筹措资金，顺利开展经营业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

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担保风险较小。 

南京聪诺、南京创筑、南京匹卓及慧网电力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公司对其

具有间接控制权，公司和友智科技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

内。公司和友智科技本次为控股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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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孙公司筹措资金，顺利开展经营业务。 

友智科技持有慧网电力51%的股权，慧网电力为友智科技的控股子公司，三

峡电能（广东）有限公司（简称“三峡电能”）、许健女士为慧网电力的股东，

分别持有慧网电力35%、14%的股权。慧网电力实际开展担保业务时，公司及友智

科技将对其按友智科技的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三峡电能作为慧网电力将按

照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许健女士将以其持有的慧网电力股权进行质押担

保。友智科技作为慧网电力的控股股东，负责火电调峰项目的建设及运营，随着

公司风险防范措施不断强化，慧网电力的收益能力及偿债能力不断提升，该担保

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额度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审批的担保总额度为8.208亿

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2.35%；截至目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余额为2.92亿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7.08%。 

上述担保事项均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

公司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

还。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公司整体长远利益。同意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为其

提供担保的事项，并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公

司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

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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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长远利益。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3、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一、申请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计划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8亿元的授信额度（在不超过总授信额度范围内，最终以各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同时，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供5.8亿元的担保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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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宝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09年6月26日
	（3）法定代表人：容维涛
	（4）住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同龙二路8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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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厦门宝麦克斯100%股权，厦门宝麦克斯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经查询，厦门宝麦克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南京友智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5000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08年02月01日
	（3）法定代表人：陈东
	（4）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云密城3号楼401室
	（5）经营范围：软件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医疗器械制造、销售；机械设备加工、销售；充电桩、输配电及控制设备、智能消费设备、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城市轨道交通设备、运输设备、自动化设备及其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锅炉设备销售；热力生产；厂房及设备租赁；计量器具制造（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自动化控制系统集成；仪器仪表销售；计量器具研发、销售；建材、五金、机械设备、木制品、小型机电产品销售；节能、环保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节能、环保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机电工程设计、施工；...
	一般项目：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友智科技100%股权，友智科技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经查询，友智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南京匹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500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17年06月14日
	（3）法定代表人：安建利
	（4）住所：南京市建邺区贤坤路1号
	（5）经营范围：信息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数据处理；锅炉设备销售、安装、维修；电力工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工程管理服务；节能环保设备的研发、生产(限分支机构)、销售；环保设备的租赁；机电工程设计、施工；自动化控制系统集成；企业管理咨询；节能技术研发、技术咨询；供热工程的技术服务及工程管理；市场调研；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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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友智科技持有南京匹卓100%股权，南京匹卓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经查询，南京匹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南京聪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7日
	（3）法定代表人：杨军
	（4）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春路1号楼北楼9层936室
	（5）经营范围：节能技术、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仪器仪表、建材、五金、机械设备、木制品、机电产品销售；节能设备、环保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机电工程设计、施工；企业管理咨询；机械设备租赁；自动化设备销售及售后服务；环境保护监测；水污染、大气污染治理；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市场调查；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与销售；进出口、对外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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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友智科技持有南京聪诺100%股权，南京聪诺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经查询，南京聪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南京创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17年05月27日
	（3）法定代表人：杨军
	（4）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凤展路30号2幢12层12D-13
	（5）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数据处理；市场信息咨询，市场分析调查；计算机软硬件研发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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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友智科技持有南京创筑100%股权，南京创筑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经查询，南京创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南京友智慧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3000万元整
	（2）成立日期：2019年11月07日
	（3）法定代表人：安建利
	（4）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云密城G栋416
	（5）经营范围：电力技术研发；电力设备销售；环保技术、节能技术、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境保护监测；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研发、销售及售后服务；节能设备、环保设备的研发、销售、租赁；软件开发、销售、技术咨询；场地租赁；充电桩、输配电及控制设备、智能设备、通信设备、电子设备、交通设施研发、销售；机械设备加工、销售；锅炉设备、仪器仪表、建材、五金、机电产品销售；机电工程设计、施工；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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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友智科技持有慧网电力51%股权，慧网电力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经查询，慧网电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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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董事会意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的数量
	七、备查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