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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1、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了业务发展和融资需要，存在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必要性。为了规范以上担保事项，控制担保风险，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对公司 2022年度担保额度进行了审议。 

2、2022 年度，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的总

金额为不超过 2.10亿元，担保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控股子公

司的范围包括北京亿美软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亿美软通”）、安科创新（深圳）

有限公司（简称“安科创新”）、深圳银之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智慧科技”）、

北京杰智融软件有限公司（简称“杰智融”）、深圳银之杰拓扑技术有限公司（简

称“拓扑技术”）。 

3、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代表签署上述担保事项的相

关合同。公司 2021年度担保项下仍处于担保期间的担保事项及相关金额不计入前述

2022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上述担保的额度，可在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

度调剂，超过上述额度的融资和担保事项，根据相关规定另行审议做出决议后实施。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对外担保额度预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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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 

北京亿美软通科

技有限公司 
100% 34.48% 4,000 5,000 5.24% 否 

安科创新（深圳）

有限公司 
100% 63.21% 3,490 10,000 10.49% 否 

深圳银之杰智慧

科技有限公司 
100% 159.99% 500 3,000 3.15% 否 

北京杰智融软件

有限公司 
55% 107.75% 0 2,000 2.10% 否 

深圳银之杰拓扑

技术有限公司 
100% 114.37% 0 1,000 1.05% 否 

合计 / / 7,990 21,000 /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亿美软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 20 号 1 号楼 2 层 01 号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2089684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人代表：冯军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应

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自行开

发后的产品、通讯设备、电子产品；代理、发布广告；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

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经营电信业务。 

成立日期：2001 年 5 月 15 日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3,599,543.78 

利润总额 -81,851,098.63 

净利润 -68,868,126.09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5,717,945.67 

负债总额 133,001,462.33 

净资产 252,716,483.34 

（二）安科创新（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马安堂社区中兴路 105 号儒骏大厦 1001 

注册资本：108.6956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93954160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人代表：李祥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安防监控产品、计算机软

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数码产品、电

脑周边产品、硬盘录像机、摄像头、监控摄像、网络摄像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劳务派遣；对外劳务合作经营。 

成立日期：2014 年 3 月 20 日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5,858,133.50 

利润总额 31,562,694.33 

净利润 31,058,634.77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3,724,211.28 

负债总额 141,407,113.27 

净资产 82,317,098.01 

（三）深圳银之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五路天安数码城天祥大厦 10A-3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477825XT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人代表：陈向军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设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与销售；智能设备、

图像采集设备、机具、自助服务设备、打印设备、保险柜、钞箱、智能金库、打印

机及耗材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销售与上门维修；系统集成；国内贸易（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 

成立日期：2011 年 5 月 4 日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9,661,031.31 

利润总额 -12,481,933.95 

净利润 -10,691,652.40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49,389.74 

负债总额 13,037,807.03 

净资产 -4,888,417.29 

（四）北京杰智融软件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黑泉路 8 号 1 幢康健宝盛广场 D 座 7 层 D7001-D7002 号(东

升地区)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9Y894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徐志强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咨询；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电脑动画设计；销售

自行开发后的产品；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

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17 日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55%、泗水高维智融信息科技中心（普通合伙）持股 45%。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105,039.34 

利润总额 -11,495,356.32 

净利润 -11,906,733.32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317,256.79 

负债总额 38,053,739.66 

净资产 -2,736,482.87 

（五）深圳银之杰拓扑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五路 12 号天安数码城天祥大厦四层

4B2-401A 

注册资本：3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0P075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人代表：陈向军 

经营范围：通用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的开发；信息科技、互联网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设计、开发、

集成、测试、运行维护；从事信息技术外包；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零

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通用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的应用，云平

台服务，从事软件业务运营外包（不得从事金融、证券、基金等限制项目）。 

成立日期：2018 年 3 月 1 日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756,637.19 

利润总额 -416,086.17 



净利润 -77,150.98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2,736.86 

负债总额 552,123.31 

净资产 -69,386.4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亿美软通、杰智融、安科创新、智慧科技和拓扑技术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累计不超过 2.10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协议的主要内

容将由公司、控股子公司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

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授予担保额度的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是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盈

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

有利于保障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总体

风险可控。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规要求。因此，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授予担保额度的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是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盈

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

公司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本次

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

事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我

们同意本次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对外担保并签订担保协议的总

金额为 8,00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39%，均

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本次担保额度生效后，按照本次担保授权的最大发生额计算，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2022 年度累计提供对外担保的总金额将达到 29,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将达到 30.42%，均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其他 

此担保额度事项披露后，如果担保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会及时披露相应的进

度公告。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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