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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4          证券简称：复旦复华       公告编号：临 2021-035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2021 年，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拟

不超过人民币 55,000 万元（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阶段性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上述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未安排反担保。 

海门复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提供阶段性担保未安排反担保。 

 本议案须经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本公司 2004年至 2005

年对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 5,000 万元担保已逾期。 

 

一、本年度拟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 2021 年经营计划，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2021 年上海复旦复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55,000 万元（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之间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阶段性担保），担保期限以协议约定为准；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在报经批准的年度担保总额范围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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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经营需要，对具体担保事项进行调整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本次授权有效期

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本议案

待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2021 年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预计如下： 

1、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华药

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拟累计为复华药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2020 年末本公司为复华药业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500 万元。 

2、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软件”）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拟累计为中和软件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8,000 万元，2020 年末本公司为中和软件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400 万元。 

3、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门药

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拟累计为海门药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2020 年末本公司为海门药业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0万元。 

4、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华复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

华复贤”）及其控股的上海复华智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华智贤”）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拟累计为复华复贤及复华智贤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人民币 10,000 万元，2020 年末本公司为复华复贤及复华智贤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0万元。 

5、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海门复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门

房产”）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海门房产对外提供阶段性担保的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拟累计为海门房产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和海门房产对外提供阶段性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2020 年末本

公司为海门房产实际担保金额为 0 万元，海门房产对外提供阶段性担保为

2,900.90 万元。 

6、在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5,000 万元内，以上 1-5项融资担保额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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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公司之间进行调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复华药业 

复华药业的注册地为上海市闵行区曙光路 1399 号，法定代表人蒋国兴。复

华药业的经营范围为冻干粉针剂、片剂（含抗肿瘤药）、硬胶囊剂、原料药、中

药提取车间，从事医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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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华药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4,480

万元，其中：本公司占 90%股权；上海奉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 10%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复华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76,213.50 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38,723.2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7,490.26 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4,5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9.19%，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63,018.59 万元；2020 年度复华药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1,169.75 万元，实现

净利润人民币 5,563.34 万元。 

2、中和软件 

中和软件的注册地为上海市国权路 525 号，法定代表人蒋国兴。中和软件的

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承接计算机软件设计，

承包计算机软件系统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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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软件注册资金为美金 980 万元，其中：上海复旦软件园有限公司

占 96.70%股权；日本中和软件株式会社占 3.30%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和软件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25,625.52 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15,807.9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9,817.58 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6,4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8.31%，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4,410.13 万元；2020 年度中和软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2,897.50 万元，实现

净利润人民币 1,157.02 万元。 

3、海门药业 

海门药业的注册地为海门市滨江街道烟台路 299 号，法定代表人蒋国兴。海

门药业的经营范围为药品生产（按《药品生产许可证》所核定范围经营）；从事

医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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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海门药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占 70%股权；上海复旦复华科技

创业有限公司占 30%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海门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1,923.87 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249.55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2,173.42 万元（其中：银行贷

款总额为人民币 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00.78%，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775.78 万元。 

4、复华复贤、复华智贤 

复华复贤的注册地为上海市奉贤区汇丰北路 1515 弄 1号 2 幢 112 室，法定

代表人褚建平。复华复贤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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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住房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联网技

术服务；网络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复华复贤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4,8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占 100%股权。 

复华复贤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注册成立。 

复华智贤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奉贤区大叶公路 8188 号 8幢，法定代表人庄

越。复华智贤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住房租赁；物业管理；

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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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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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复华智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其中：复华复贤占 51%股权。 

复华智贤于 2021 年 5 月 8 日注册成立。 

5、海门房产 

海门房产的注册地为海门市经济开发区广州路 999 号，法定代表人蒋国兴。

海门房产的经营范围为建筑工程设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建筑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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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零售，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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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房产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其中：

复旦复华高新技术园区（海门）发展有限公司占 33.33%股权；本公司占 66.67%

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海门房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68,040.20 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15,532.4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2,507.76 万元（其中：提供

对外阶段性担保总额为 2,900.9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7.17%。流动资产总额

为人民币 68,040.13 万元；2020 年度海门房产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782.23 万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73.97 万元。 

 

三、担保协议或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5,000 万元（包括本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对

外提供阶段性担保），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各担保对象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分批分次与银行签订贷

款合同，因此，公司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小于等于总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上述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风险可控，故复旦复华董事会

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该议案从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与有效控制风险的角度出发，

对公司的担保总额和被担保企业的范围作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规定，确保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满足其融资需求。因此，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我们要求公司在担保

过程中严格执行风险防范措施，加强对子公司业务监管，强化风险控制。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2021 年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6 
 

人民币 55,000 万元，占 2020 年 12月 31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49.89%。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2020 年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 18,800.90 万元，占 2020 年 12 月 31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7.05%。 

截至本公告日，全资子公司海门房产对外提供阶段性担保的累计数量为

1,710.90 万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9,110.90 万元、上市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12,400 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7.34%、11.25%。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本公司 2004 年至 2005

年对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 5,000 万元担保已逾期。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