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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365        证券简称：立达信      公告编号：2021-012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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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 

漳州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光电子”） 

漳州立达信灯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灯具”） 

四川联恺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联恺”） 

厦门赢科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赢科光电”）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为各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 20 亿元新增担保额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已审议通过的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2,735.36 万元。该项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2021年-2022年银行综合授信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

本，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1 年-2022 年

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出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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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保理、供应链融资、外汇资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品种，并以公司及子公司与各

金融机构签订的授信合同为准。具体融资金额根据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情况以

及各合作金融机构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审批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限内，授信额

度可循环使用。 

二、 2021年-2022年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资金需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为各子公司提供合计不

超过人民币20亿元新增担保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公司 
直接/间接

持股比例 
2021 年-2022 年计划担保额度 

漳州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35,000 

漳州立达信灯具有限公司 100% 15,000 

四川联恺照明有限公司 100% 35,000 

厦门赢科光电有限公司 100% 15,000 

合计  200,000 

 

上述担保金额可以为人民币及等值外币，外币按照期末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计

入担保总额度内。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有效。由于具体担保合同尚未签署，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预计数，具体担

保合同主要条款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以及被担保的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共同协商

确定。在2021年-2022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子公司的计划担保额度内，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对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在各子公司之间相互调剂。 

 

三、 实施方式 

为提高公司经营决策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指定的经营管

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办理贷款和担保等具体事

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四、 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漳州光电子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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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漳州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5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 宋小红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31,7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625337618906W 

住所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经济开发区兴泰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联网设备制

造；物联网技术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智能家庭网关制造；智

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照明器具

制造；照明器具销售；照明器具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光电子器件制

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灯具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制造；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音响设备制造；家

用视听设备销售；节能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国内贸易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通信

设备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模具制造；涂装设备制造；五金产品制造；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

器销售；家用电器研发；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通

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营林及木

竹采伐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

的制造；电机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容器及其配

套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池

制造；电池销售；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五金产品研发；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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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信息服务；进出口代理；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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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漳州光电子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6 月末/2021 年 1-6 月 2020 年末/2020 年度 

总资产 303,217.13 300,476.92 

负债总额 167,927.09 176,020.27 

净资产 135,290.04 124,456.65 

营业收入 242,822.88 479,084.77 

净利润 10,833.39 33,068.57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二) 漳州灯具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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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漳州立达信灯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5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 宋小红 

注册资本 7,700 万元 实收资本 7,7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62533761901X9 

住所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兴泰开发区积山村塘边 1006 号 

经营范围 

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各种照明灯具、工厂灯、消防灯具、

防爆电器、手电筒、防爆防震灯具、防眩灯具及其零配件(含五

金件加工、铸造件加工、灯具配件的表面处理)、电感、变压器、

电源线及电子元器件、组件、配件、塑料制品、精密模具及其

配件、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配件、不干胶、纸箱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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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漳州光电子持有漳州灯具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6 月末/2021 年 1-6 月 2020 年末/2020 年度 

总资产 45,300.40 47,327.00 

负债总额 20,071.69 23,543.11 

净资产 25,228.71 23,783.89 

营业收入 44,398.77 81,239.96 

净利润 1,444.82 3,579.33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三) 四川联恺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四川联恺照明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8 月 31 日 法定代表人 张宇生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实收资本 2,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900052190918K 

住所 遂宁市经济开发区微电子工业园 

经营范围 

研发、制造、销售：光电产品、照明产品、电工产品、原辅材

料、玻璃管、机械设备、电子元件器件及零配件、节能产品。

节能技术咨询及服务。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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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四川联恺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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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6 月末/2021 年 1-6 月 2020 年末/2020 年度 

总资产 25,764.35 26,960.79 

负债总额 12,674.89 16,447.70 

净资产 13,089.46 10,513.09 

营业收入 19,066.89 28,280.50 

净利润 2,576.37 4,352.03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四) 厦门赢科光电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厦门赢科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 年 1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 李江淮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6930454626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7 号厦门国际航

运中心 D 栋 8 层 05 单元 X 

经营范围 

1、从事光电及照明产品的销售；2、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

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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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厦门赢科光电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6 月末/2021 年 1-6 月 2020 年末/2020 年度 

总资产 16,684.84 24,952.31 

负债总额 12,024.17 20,474.09 

净资产 4,660.67 4,478.22 

营业收入 14,386.63 30,289.46 

净利润 182.46 467.27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五、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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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预计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1年-2022年拟提供的担保额

度，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以与有关银行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六、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

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公司及

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

担保风险可控，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上述担保事项公平、对等、风险可

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本次拟申请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并提供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需求，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担保行为的

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事项，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42,735.36万元（不

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23.42%；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为39,300.29万元（不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1.54%。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九、 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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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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