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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2022-036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青岛得润电子有限公司、合肥得润电子器件有限公司、绵阳虹润电子有
限公司、深圳市得润光学有限公司、鹤山市得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得润精密零组件有限公司、
柏拉蒂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美达电器（重庆）有限公司、重庆瑞润电子有限公司、惠州市升华
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总额
不超过等值人民币敞口 150,2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总经理）
在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 年内负责与相关机构确定具体融资及担保事项并签订融资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已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并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信息披露日，公司只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未为其他任何公司或个人提供担保。
二、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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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合肥得润电子器件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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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得润精密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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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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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柏拉蒂电子（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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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95.42%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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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美达电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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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51.61%

67.97%

6,000.00

1.93%

否

惠州市升华科技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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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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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具体情况
（1）青岛得润电子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新河路南、太湖
路西侧，法定代表人：邱建民，注册资本：1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电子连接器、光连接器、汽车连接器及线束、电子元器件、精密
模具及精密组件；国内贸易（国家禁止、专营、专控或需取得许可的除外）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青岛得润的资产总额为 79,861.83 万元，负债总额为 61,920.28 万元，
净资产为 17,941.5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7.53%。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66,177.68 万元，利润总额
2,824.16 万元，实现净利润 2,495.79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青岛得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合肥得润电子器件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 月，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耕耘路 19 号，法定代表
人：邱建民，注册资本：2500 万元，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主要经
营范围为：电子连接器、电线电缆、线束、精密组件、温度补偿电加热器、温控传感器、磁控开关、
发热电缆等各类电子器件的生产和销售；汽车电子装置、汽车配套件及配套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汽
车电气系统实验检测；汽车电气系统设计开发。
（涉及行政许可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合肥得润的资产总额为 152,879.5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2,871.77 万元，
净资产为 50,007.7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29%。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74,824.25 万元，利润总额
3,246.02 万元，实现净利润 2,841.10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合肥得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绵阳虹润电子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注册地点：绵阳高新区火炬大厦 A 区 510 室，法定代表人：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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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注册资本：2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主要经营范围为：电子
连接器、电源线、线束、精密组件、电子元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绵阳虹润的资产总额为 5,394.7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60.72 万元，净
资产为 3,634.0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2.64%。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925.15 万元，利润总额 215.59
万元，实现净利润 178.7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绵阳虹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深圳市得润光学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注册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三十三路 9 号得润电子
工业园 A5 车间，法定代表人：邱扬，注册资本：16000 万元，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其 83.14%的股份，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光电镜头产品、光电产品、发光二极管支架、
LED 灯具、透镜组件、汽车零部件产品、精密模具、精密组件产品（不含限制项目）、引线框架及
半导体元器件、精密电子连接器、光连接器、电子元器件、通讯产品配件的生产与销售。信息咨询、
市场营销策划、光电技术支持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得润光学的资产总额为 88,670.55 万元，负债总额为 72,340.41 万元，
净资产为 16,330.1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1.58%。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52,481.47 万元，利润总额
370.34 万元，实现净利润 366.43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得润光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鹤山市得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3 月，注册地点：鹤山市鹤山工业城鸿江路 13 号，法定代表人：李海娜，
注册资本：100,096.31 万元，公司持有其 82.02%的股份，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主要经营范围：生产
经营电子连接器、光电连接器、汽车连接器及线束、电子元器件、精密组件产品、柔性线路板、发
光二极管支架、透镜和镜头组件、软性排线、插头、电源线组件、精密模具（不含限制项目）
；信息
咨询、市场推广；国内商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品）、货物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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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鹤山得润的资产总额为 210,116.47 万元，负债总额为 68,105.51 万元，
净资产为 142,010.9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2.41%。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6,399.89 万元，利润总额
7,204.51 万元，实现净利润 6,697.78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鹤山得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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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圳得润精密零组件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 月 7 日，注册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观光路得润电子工业园 A 栋 1、2
层，B 栋 1 层，法定代表人：温佐军，注册资本：2000 万元，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份，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经营电子连接器、精密模具、精密组件产品、电子元器
件、光电器件、电子线束、电子零配件、普通口罩。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得润精密的资产总额为 6,619.53 万元，负债总额为 4,790.43 元，净资
产为 1,829.1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2.37%。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62.52 万元，利润总额 227.40
万元，实现净利润 180.4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得润精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柏拉蒂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7 月 21 日，注册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 33 路 9 号得润电子工业
园 B2，法定代表人：罗鸣，注册资本：800 万美元，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份，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主要经营范围为：研发、加工、生产经营电子连接器及连接线、消磁线及电源线、
光电连接器、汽车连接器及线束、汽车零部件产品、电子元器件、精密模具。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深圳柏拉蒂的资产总额为 37,920.86 万元，负债总额为 36,362.69 万元，
净资产为 1,558.1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5.89%。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4,655.19 万元，利润总额 34.53
万元，实现净利润 459.18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深圳柏拉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美达电器（重庆）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5 月 4 日，注册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聚金大道 13 号得润电子工
业园，法定代表人：邱扬，注册资本：3865 万美元，公司控股子公司 Meta System S.p.A.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主要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经营 UPS（不间断电源）
、汽
车电子零配件、家用警报系统设备、逆变器、触摸屏、线路板、LED 节能照明系统；从事上述产品
及相关零配件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重庆美达的资产总额为 100,742.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88,537.20 万元，
净资产为 12,205.3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7.88%。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74,417.10 万元，利润总额
-12,198.87 万元，实现净利润-10,383.82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重庆美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重庆瑞润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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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注册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金剑路 269 号，法定代表
人：邱建民，注册资本：77508 万元，公司通过合肥得润间接持有其 51.6075%股权，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主要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电子连接器、线束、精密组件、电子器件、汽车电子装置、
汽车零配件（不含发动机）
。塑料制品；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重庆瑞润的资产总额为 142,643.93 万元，负债总额为 96,469.16 万元，
净资产为 46,174.7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63%。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965.11 万元，利润总额
-399.49 万元，实现净利润-1,183.2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重庆瑞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惠州市升华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注册地点：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 50 号小区厂
房，法定代表人：柳彬盛，注册资本：45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主要经营范围为：各式电路板（含柔性线路板、硬性线路板等）、数字高频头等精密电子金属制
品、电子配件（电源电缆、电源线、电线组件、电子组合部件等）、LED 显示板、仪用接插件及其
配套的塑胶制品制造，货物进出口。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惠州升华的资产总额为 13,389.95 万元，负债总额为 7,714.15 万元，
净资产为 5,675.80 万元，资产负债率 57.61%。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550.15 万元，利润总额 760.62
万元，实现净利润 748.42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惠州升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事项的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公司及（或）子公司信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
公司及（或）子公司资产提供抵押担保等，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公司尚未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协议，上述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
长或总裁在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 年内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融资协议及担保协议，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等具体内容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协议或文件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能够解决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进一步提升其经济效益，
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的做大做强。
2．上述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质量优良，具有良好的信用，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
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并直接分享该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成果，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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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控股子公司中得润光学、鹤山得润、重庆瑞润、重庆美达其他股东均为财务性投资，不
参与公司生产经营，未进行同比例担保；公司对上述子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能切实做到有效的监
督和管控，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敞口 150,2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等值人民币 71,625 万元，连同本次续保与新增担
保等值人民币敞口 150,200 万元，公司对外累计担保等值人民币敞口额度 150,20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48.47%。
除前述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
附属企业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无以前期间发生
但延续到报告期内的对外担保事项，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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