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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21-114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及下属公司之间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本公司/母公司/中国长城”指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盾光纤”指湖南长城海盾光纤科技有限公司，为湘计海盾的全资子公司 

“长城电源”指长城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为中国长城全资子公司 

“广西电源”指长城电源技术（广西）有限公司，为长城电源全资子公司 

“中电软件园”指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为中国长城控股 70%的子公司 

“中电财务”指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长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 

《全面金融合作协议》，是指经 2021 年 4 月 28 日中国长城第七届董事会第

六十二次会议、2021 年 5 月 21 日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与中国电

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电财务”）签订《全面金融合作协议》，中国长城

及其下属控制的公司向中电财务取得的综合授信额度及资金结算余额各不超过

人民币 70 亿元，有效期三年。在额度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但额度内各种

授信品种余额合计不得超过综合授信额度金额，具体可参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 2021-050 号《关于<全面金融合作协议>调整存贷款额度及延长协议期

限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 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2021 年 5 月 21

日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及下属公司之间

担保的议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为下属公司提供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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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及下属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约59.54亿元，约占公司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6.45%，其中为下属公司在中电财务的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人民币约 13.94 亿元，为外部银行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人民币 45.6 亿元。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发展情况，公司本次计划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总额

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约 54,500 万元，其中为下属公司在中电财务授信额度提供

的信用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为增加外部银行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不超过人民币 49,500 万元。详情见下： 

（一）因使用《全面金融合作协议》项下授信额度所涉及的担保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银行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方式 

中国长城 海盾光纤 中电财务 5,000 
中国长城提供

信用担保 

（二）因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涉及的担保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银行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方式 

中国长城 

长城电源 浦发银行 10,000 
中国长城提供

信用担保 

中电软件园 广发银行 3,500 
中国长城提供

信用担保（股东

按出资比例提

供担保） 
中电软件园 进出口银行 21,000 

长城电源 广西电源 

建设银行 5,000 
长城电源提供

信用担保 
农业银行 10,000 

合计 49,500 -- 

（三）其他 

1、2021 年 11 月 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

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董事会具体表决情况可参见同日公告

2021-111 号《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但因公司累计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50%，且当中个别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因此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以上担保额度是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各自生产经营需要的测算，

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公司管理层可

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额度范围内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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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

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海盾光纤 

1、公司名称：湖南长城海盾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 年 5 月 10 日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 39 号中电软件园总部大楼 A076 号 

5、法定代表人：肖迪 

6、经营范围：光纤传感器的技术、通信技术、电源设备、电子技术研发；

光纤传感器、光纤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限分支机构）；导航、测绘、气象

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限分支机构）；电子器件制造（限分支机构）；电源设备生

产（限分支机构）；电源设备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电气机械检测服

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传感器生产

（限分支机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7、注册资本：人民币 24,416.812409 万元 

8、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31,826.00

万元，净资产为 23,153.32 万元，2021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50.86 万元，净

利润-526.98 万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27.25%。 

（二）长城电源 

1、公司名称：长城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21 日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中北高新区钢园北路 

5、法定代表人：于吉永 

6、经营范围：开关电源、检测设备及零部件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和

销售；各类电源零配件（包括服务器电源、PC 电源、工业电源、通信电源、区

块链电源、安防电源、车载电源、医疗电源、消费类电源、电源适配器、高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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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器、电池检测设备、储能产品、充电器、充电箱、充电宝、机箱）的研究、开

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计算机硬件、计算机外围设备、电源设备、电子专用设

备和仪器、工模具、新型电子元器件、输配电及控制设备、计数器、显示器、仪

器仪表及其相关电子元器件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高频开关电源设备、电源

供应器、电源转换器、直流焊机、不间断电源设备、电力操作电源设备的生产、

销售；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家用电器产品及其零部件的技术开发、生

产、销售、技术服务；电源产品安全与电磁兼容的技术开发、测试服务及其相关

电子元件和仪器销售；新能源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咨询和销售；电力电子产

品的技术开发、生产、相关技术咨询和销售；智能输变电、智能配用电的控制技

术开发与设备制造；电站自动化装置、计算机数值控制器、计算机用机柜、电脑

伺服器、材料检验仪器和机器、螺线管阀(电磁开关)、电力蓄电池、风力发电变

流器、起动器、电动调节设备、放大器、电器连接器、压力开关(电)、主动式电

源控制器、升降机操作设备、智能卡(集成电路卡)、压力传感器的技术开发、生

产、销售、技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场地及房屋租

赁服务。 

7、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0 万元 

8、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39,413.85

万元，净资产为 37,946.17 万元，2021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1,518.44 万元，

净利润 2,253.62 万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84.15%。 

（三）广西电源 

1、公司名称：长城电源技术（广西）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 年 1 月 22 日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平乐县工业集中区二塘综合产业园东区 

5、法定代表人：马奇 

6、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

器件零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道路货物运输；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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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8、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962.41

万元，净资产为 2,882.49 万元，2021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913.84 万元，

净利润-117.51 万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41.91%。 

（四）中电软件园 

1、公司名称：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9 年 5 月 5 日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 39 号 

5、法定代表人：张晗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

赁；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电子技术、通

讯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的研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科技企

业技术扶持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建设工程设计；贸易代理；仓储代理

服务；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建设；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通讯设备

及配套设备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物业管理。 

7、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 

8、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76,271.78

万元，净资产为 49,523.60 万元，2021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788.33 万元，

净利润 1,014.10 万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35.07%。 

9、股权关系：中国长城控股 70%，非关联方长沙软件园持股 30%。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将在获得相关审批后根据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实际情况适时签署。 

（一）因使用《全面金融合作协议》项下授信额度所涉及的担保 

中国长城拟为海盾光纤使用《全面金融合作协议》项下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信用担保。 

中国长城所提供的前述信用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债务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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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同约定所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和利息；因违约产生的逾期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

费、律师费等其他各项费用；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主债权最高额”的债务部

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因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涉及的担保 

1、中国长城为长城电源担保 

中国长城拟为长城电源向浦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信用担保，期限一年。 

2、中国长城为中电软件园担保 

中国长城拟为中电软件园分别向广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按股东出资同比例提供人民币 3,500 万元、21,000 万元的信用担保，其中向广

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期限为一年，向进出口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期限

为五年。 

3、长城电源为广西电源担保 

长城电源拟为广西电源分别向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人民币 5,000 万元、10,000 万元的信用担保，期限均一年。 

以上中国长城和长城电源所提供的信用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

“债务人依主合同约定所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和利息，因违约产生的逾期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诉讼费、财产

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其他各项费用，及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主债权最高

额的债务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间为担保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1、在前述被担保对象中，海盾光纤、长城电源、广西电源为本公司下属全

资公司，中电软件园为本公司控股公司。公司及长城电源对前述公司提供担保，

有助于拓宽其在经营中资金需求问题的解决途径，有利于满足前述公司日常运营

及项目开展的资金周转需求。 

2、海盾光纤、长城电源、广西电源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公司，公司了解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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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力和资信状况。公司对整体资金管理建有良

好的风险管控体系，经财务管理部综合评估认为对上述公司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

可控范围。 

3、中电软件园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度需其全体股东提

供信用担保，由其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信用担保，担保公平、对等。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任何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担保余额约为 101,893.41 万元（含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下属子公司之间或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约

占公司 2020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11.37%，其中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约

为 13,287.56 万元，约占公司 2020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1.48%；下属子公司之间

或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约为 88,605.85 万元，约占公司 2020 年

末净资产的比例 9.89%。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及下

属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54,500 万元，约占公司 2020 年

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6.08%。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相关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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