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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3        证券简称：雷科防务       公告编号：2021-063 

债券代码：124007        债券简称：雷科定转 

债券代码：124012        债券简称：雷科定02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1年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雷科防务”）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公司 2021年银行授信总额度及办理授信时的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

公司拟在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办理 2021 年银行授信融资业务，公司对下属

公司办理授信时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00 万元，年度内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包

括但不限于长（短）期借款、承兑汇票等。该事项经 2021年 5月 11 日召开的公

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上述银行授信事项及担保授权期限自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二）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为保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近日，公司与以下银行签订最高

额保证合同或担保合同，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理工雷科”）、全资孙公司理工雷科电子（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理工雷科（天津）”）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对理工雷科的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三环支行签订了编号 20100059 的《保

证合同》，约定公司为理工雷科与该银行签订的编号 20100059的《综合授信合同》

下形成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主债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21年 5月 24日至 2022年 5 月 1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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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三环支行签订了编号 20110060 的《保

证合同》，约定公司为理工雷科与该银行签订的编号 20110060的《快易付业务合

作协议》下形成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主债权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21年 5月 24日至 2022 年 5月 19

日。 

（3）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签订了编号 YYB23（高保）

20210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理工雷科与该银行签订的编号 YYB23

（融资）2021003的《最高额融资合同》下形成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不超过

人民币 5,000万元的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21

年 3月 2日至 2022 年 3月 2日。 

2、对理工雷科（天津）的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签订了编号 A101C21066 的《保证

合同》，约定公司为理工雷科（天津）与该银行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0月 19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同下形成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

币 1,000 万元的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均在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100,000 万元担保额度

内。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54,3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45,7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雷科防务 理工雷科 100% 43% 31,300 18,000 6.60% 否 

雷科防务 理工雷科（天津） 100% 52% 2,000 1,000 0.42% 否 

雷科防务 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 100% 28% 17,000 - 3.59% 否 

雷科防务 
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100% 26% 4,000 - 0.84% 否 

合计 54,300 19,000 11.45% 
 

注 1：上表最近一期为 2021年 3月 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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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9627252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号 2区 683号理工科技大厦 401 

法定代表人：刘峰 

注册资本：37,79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12月 25日 

营业期限：2009 年 12月 25日至 2029年 12月 24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

制造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雷达及配套设备、频谱测量仪器、干扰场强测量仪器

（主要零部件在外埠生产）；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印刷专用设备（限

在外埠从事生产活动）；加工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电子产品；

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开发、生产（有效期至 2020 年 08 月

20 日）。（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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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理工雷科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193,012.11 186,472.86 

负债总额 89,241.29 79,359.32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83,993.40 75,885.56 

银行借款总额 18,000.34 9,007.87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103,770.82 107,113.53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营业收入 57,025.75 9,415.18 

利润总额 18,736.98 1,679.73 

净利润 14,509.52 1,424.68 

注：上表所列理工雷科 2020 年度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审计，2021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理工雷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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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工雷科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名称：理工雷科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MA06Y632X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华丰路 6号 E座 1-470 室 

法定代表人：刘峰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11月 26日 

营业期限：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雷达及配套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频谱

测量仪器、干扰场强测量仪器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制

造；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电子产品。 

理工雷科（天津）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 日 2021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4,248.67 3,558.93 

负债总额 2,380.49 1,848.78 

其中：银行借款总额 2,380.49 1,848.78 

流动负债总额 800.00 800.00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1,868.18 1,710.75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营业收入 2,758.46 - 

利润总额 92.95 -158.08 

净利润 93.04 -158.08 

注：上表所列理工雷科（天津）2020 年度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审计，2021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理工雷科（天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为理工雷科提供的担保 

1、编号20100059《保证合同》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三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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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合同名称：编号20100059《综合授信合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实现债权的费用。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21年5月24日至2022年5月19日。 

（5）担保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权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

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6）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 

2、编号20110060《保证合同》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三环支行 

（2）主合同名称：编号20110060《快易付业务合作协议》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实现债权的费用。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21年5月24日至2022年5月19日。 

（5）担保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权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

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6）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3、编号YYB23（高保）2021001《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 

（2）主合同名称：编号YYB23（融资）2021003《最高额融资合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

律师费等实现债权合理费用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被担保的主债

权发生期间为2021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2日。 

（5）担保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每笔债务履行届满日与债权确定日孰晚

日起算。 

（6）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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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理工雷科（天津）提供的担保 

1、编号A101C21066《保证合同》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2）主合同名称：2021年5月31日至2022年10月19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实现债权的费用。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21年5月31日至2022年10月19日。 

（5）担保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权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

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6）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1年4月1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确定公司2021年银行授信总额度及办理授信时的担保额度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在总额不超过100,000万元办理2021年银行授信融资业务，

公司对下属公司办理授信时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0万元，年度内申请的银行

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长（短）期借款、承兑汇票等。该事项经2021年5月11日

召开的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该次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

司提供担保余额为54,300万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100,000万

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45,700万元。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即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4,3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35%。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存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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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三环支行签订的两份《保证合同》； 

2、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 

3、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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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