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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2—080          

债券代码：128101             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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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电子”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为子公司江西联益光学有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江

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实际资金需求，

同意为子公司江西联益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益光学”）及其所属全资和

控股子公司在原有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基础上再新增担保额度

人民币30,000万元（含本外币）；至此，公司为联益光学及其所属全资和控股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融资合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70,000万元（含本外币）综

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子公司生产经营及实际资金需求，经公司审核，同意为子公司江西联创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联创”）及其所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在原有向融

资租赁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申请额度基础上新增担保额度人民币 10,000 万元

（含本外币）；至此，公司为江西联创向融资租赁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担保

额度合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外币）。 

上述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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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3以上（含）通过后方可实施，上述担保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12个月有效，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在

此担保额度内，签署和办理具体的担保事项。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江西联益光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12月 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6MA35G1MP14 

注册资本：玖亿零壹佰柒拾伍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曾吉勇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 1699 号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光电成像及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从事光学元件、摄像 

头模组、光电显示模组、光电子元器件等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光电显 

示及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光学仪器、光电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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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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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益光学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904 75.3024 

南昌玖沐新世纪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904 8.7652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4,367 15.9324 

合计 90,175 100.00 

联益光学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84,633,168.25 3,222,103,603.26 

负债总额 2,702,564,815.91 2,072,176,634.43 

净资产 1,182,068,352.34 1,149,926,968.83 

项目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9,733,598.28 2,090,517,935.44 

利润总额 30,611,124.54 91,865,444.76 

净利润 31,272,223.09 84,902,563.69 

联益光学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联益光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2、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8月 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89745156T  

注册资本：124,810.4381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吉勇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 1699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加工贸易、

商品贸易；从事光电子元器件、电声器件、触摸屏及液晶显示模组、激光半导体

器件、光学元件、摄像头模组、手机及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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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显示及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安装，网络及工业自动化工程安装；房屋租赁、机

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等（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除外）。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江西联创股权结构如下： 

江西联创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江西联创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江西联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全资子公

司及其所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所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与贷款银

行或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在担

保有效期内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本次审议的担保额度。为确保融资需求，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在上述期限和担保额度内，签署和办理

具体的担保事项。银行综合授信担保期限：流动资金授信及融资担保期限自公司

与银行签署担保合同之日起3年内有效，项目贷款授信及融资担保期限自公司与

银行签署担保合同之日起6年内有效。融资租赁和其他金融业务担保期限：自公

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签署合同之日起5年内有效。 

五、董事会意见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4,810.4381 100%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08,750,617.48 5,401,608,303.97 

负债总额 3,913,994,825.88 3,557,815,379.69 

净资产 1,894,755,791.60 1,843,792,924.28 

项目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58,189,432.38 7,181,440,802.99 

利润总额 51,796,554.10 -14,475,637.43 

净利润 50,426,764.88 -14,948,586.31 



 5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其所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有利于筹措资金，保证日常生产经营的需求。本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虽然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

被担保方未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江西联创及其所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与联益光学及其所

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资产优良，偿债能力较强，上述公司提供的担保事项财务风

险在可控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59,441.69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48.83%，其中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555,016.69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 147.65%；江西联创对其参股公司联创宏声提供担保余额为

4,425.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18%。若本次审议

的担保事项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申请对外担保额度为

735,90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95.78%，其中对

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726,900.00 万元，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9,000.00

万元。公司目前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形，不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