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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5日和 2021 年 3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二次会议和 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为保证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业务合作

方）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办理人民币或外币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

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票据贴现、保理、出口押汇、外

汇远期结售汇以及衍生产品等相关业务）或其他日常经营需要（包括但不限于履

约担保、产品质量担保）的顺利完成，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人民币

91,659.60 万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

为人民币 67,659.60 万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

为人民币 24,000.00 万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

登的《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月 30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与赣州发展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开展的代理采购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及部分子

公司拟与赣州发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供应链”）开展原材料

代理采购业务，赣州供应链为公司及部分子公司执行代理采购的垫付款项总额度

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同时公司在前述代采业务中为子公司债务不超过人民币

31,5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严格按照上述议案在审议额

度内开展业务。 

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公司拟为子公司赣州金信诺电缆技术有限公司、金信诺

光纤光缆（赣州）有限公司、东莞金信诺电子有限公司、常州安泰诺特种印制板

有限公司、信丰金信诺安泰诺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常州金信诺凤市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与赣州供应链开展的上述代理采购业务提供质押担保，担保债权本金最高余

额 6,838.04 万元。 

公司本次为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

会议和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赣州金信诺电缆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3796961519D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肖东华 

成立日期：2006-12-27 

营业期限：2006-12-27 至 2026-12-26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州开发区香港工业园（北区）工业四路 

注册资本：77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医用口罩生产，进出口代理，技术

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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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医用口罩零售，劳动保

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生产，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赣州金信诺电缆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881,678,583.90 970,396,214.66 

负债总额 718,121,561.78 825,421,917.97 

净资产 163,557,022.12 144,974,296.69 



营业收入 506,783,264.36 559,269,427.45 

利润总额 -6,208,592.61 -23,027,893.70 

净利润 -5,458,335.51 -18,582,725.43 

2、金信诺光纤光缆(赣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3074251443E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郑军 

成立日期：2013-07-17 

营业期限：2013-07-17 至无固定期限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州开发区黄金大道西侧、金凤路南侧 

注册资本：2336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通信电缆、光纤光缆及配件、通信器材、设备、数据电缆、线路

建筑用金属制品、光通信设备、光电复合缆、计算机软件、电子计算机配套设备

研发、制造、销售。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30.5 万元 86.92% 

2 孙明 200 万元 8.56% 

3 刘英萃 105.5 万元 4.52% 

合计  2336 万元 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82,995,459.63 24,289,007.20 



负债总额 70,061,957.04 15,050,278.39 

净资产 12,933,502.59 9,238,727.81 

营业收入 94,207,159.12 38,905,706.32 

利润总额 -4,322,426.72 -3,694,733.78 

净利润 -4,322,426.72 -3,694,773.78 

3、东莞金信诺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707841671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桂宏兵 

成立日期：1998-05-25 

营业期限：1998-05-25 至无固定期限 

地址：东莞市大朗镇犀牛陂村美景西路 658 号 

注册资本：12748.8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电线、电缆、电子、光纤连接器相关

零组件、胶料；研发、生产、销售：光器件、光模块、光组件、光通信设备；货

物进出口、技术的进出口；道路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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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东莞金信诺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376,581,684.82 440,566,408.94 

负债总额 292,514,111.89 364,041,688.94 

净资产 84,067,572.93 76,524,720 

营业收入 350,172,166.24 380,634,826.17 



利润总额 -7,175,367.93 -9,754,851.05 

净利润 
-5,359,110.23 -6,950,900.24 

4、常州安泰诺特种印制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2770525532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蒋惠江 

成立日期：2005-02-23 

营业期限：2005-02-23 至 2025-02-22 

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域路 23 号 

注册资本：1290 万美元 

经营范围：通信用射频印制板及其它通信器材制造、加工，销售自产产品；

从事通信用射频印制板板材的国内采购、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进出口

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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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26 万美元 95.04% 

2 中国特种印制板有限公司 64 万美元 4.96% 

合计 / 1,290 万美元 100% 

注：PC Specialties-China, LLC （中国特种印制板有限公司）为金信诺的

全资子公司，金信诺直接和间接持有常州安泰诺 100%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640,999,517.25 662,818,851.19 



负债总额 306,345,567.55 314,614,255.01 

净资产 334,653,949.7 348,204,596.18 

营业收入 462,680,430.61 272,090,278.62 

利润总额 37,441,798.30 15,165,939.44 

5、信丰金信诺安泰诺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22MA35T1104M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郑军 

成立日期：2017-03-17 

营业期限：2017-03-17 至 2067-03-16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工业园区中端西路电子器件产业基地 

注册资本：1616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印制电路板、通信线缆、连接器、光器件及其组件的研发、制造、

加工，销售自产产品；从事印制电路板的国内采购、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不涉

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自有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物业管理；工业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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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信丰金信诺安泰诺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471,558,683.81 606,919,340.77 

负债总额 365,999,332.55 530,162,481.41 

净资产 105,559,351.26 76,756,859.36 

营业收入 105,728,902.92 131,365,520.86 



利润总额 -34,710,491.05 -38,486,339.43 

净利润 -26,076,284.79 -28,802,491.9 

6、企业名称：常州金信诺凤市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724438585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郑军 

成立日期：2000-11-28 

营业期限：2000-11-28 至 2030-11-27 

地址：江苏省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宜南路 519 号 

注册资本：858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子元件、通讯器材的设计、研发和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

金属成形增材制造；塑料零件及塑料制品制造；特种陶瓷制品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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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常州金信诺凤市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306,620,533.99 314,684,587.03 

负债总额 147,731,448.84 151,586,824.54 

净资产 158,889,085.15 163,097,762.49 

营业收入 138,131,735.16 149,412,472.58 

利润总额 -2,287,300.72 2,902,622.77 

净利润 -1,873,229.68 4,216,647.9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质押人（甲方）：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质押权人（乙方）：赣州发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4、担保范围：甲方与债务人在质押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1 年 5 月 8 日至

2022 年 5 月 7 日止因履行主合同产生的所有债权，债权到期日可以超过担保额

度有效期的到期日，即不论单笔债权的到期日是否超过担保额度有效期的到期日，

甲方承诺对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余额项下所有债权承担担保责任。 

5、质押期限： 

（1）质权与主债务同时存在，主债务清偿完毕后，质权才消灭。 

（2）如质押期限届满，债务人未偿清主债务，则： 

（i）乙方依法享有的质权不变； 

（ii）甲方应办妥续质押登记手续。因汇率/利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

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6、被担保的主债权金额：6838.04 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 203,203.2 万元

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342,128,458.23 元人民币）的比例为不超过 94.02%，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实际担保总额为不超过 74,278.34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不超过 31.71%。   

除此之外，公司及其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无逾期担保的情形，无涉及

诉讼的担保金额情形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备查文件 

1、《质押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