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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高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进一步满足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提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决

策效率，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20,000 万元，其中向资

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上述担保

的额度，可在控股子公司（含新设立并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

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

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担保

额度可循环使用，在担保额度有效期内的任一时点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

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

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范围包括

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担

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直接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本次担

保的适用期限为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重新

审议公司为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额度之前。 

详情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2022 年 5 月 2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及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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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提高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高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融资决策效率，公司拟将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由不超过 20,000 万元（其

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提

高至不超过 30,000 万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额度不超过 15,000 万元），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

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范围包

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

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直接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本次

担保的适用期限为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重新审议公司为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额度之前。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长在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审批对各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事宜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调剂，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

人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公司可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在担保对象之间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前次股东

大会审议

的担保额

度（万

元） 

截至目

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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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新增

担保

额度 

新增后担保

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

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深圳市

大为创

新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70%以下 10,000 1,520 5,000 43.26% 否 

70%以上 10,000 10,000 5,000 43.26% 否 



调剂： 

（一）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二）在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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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三）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四）获调剂方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

措施。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中可能涉及到的被担保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1.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 年 7 月 11 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 号深圳湾科

技生态园 12 栋 A1401 

（4）法定代表人：蒋晖 

（5）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工业控制、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汽车

电子产品、工业自动控制产品及检测设备的软件开发、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电子产品的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的零售与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

的零售与批发；电子商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 3 月 31 日财务

状况（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

状况（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0,239,131.00 106,400,100.13  

负债总额 57,317,364.01 65,513,368.5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42,921,766.99 40,886,731.55 

项目名称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4,439,613.81 146,491,340.53  

利润总额 380,662.09 10,090,060.10  

净利润 435,035.44 7,626,818.62  

（10）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 年 3 月 23 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 号深圳湾科

技生态园 12 栋 A1406 

（4）法定代表人：连浩臻 

（5）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半导体电子产品测试、晶圆测试，半导体电子产品的生产

加工及销售（凭深福环批【2013】400019 号批复生产）；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

路、新型电子元器件、电力电子器件及软件的技术开发；国内贸易（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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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后方可经营）。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 3 月 31 日财务

状况（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

状况（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416,043.42 122,765,864.41  

负债总额 60,682,650.68 79,225,403.8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48,733,392.74 43,540,460.58  

项目名称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94,871,701.65 376,376,477.82  

利润总额 6,577,170.37 19,525,706.04  

净利润 5,266,486.56 15,608,930.11  

（10）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深圳市特尔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特尔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 年 7 月 31 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澜高新园观盛五路 8 号

特尔佳深圳科技园一号楼 

（4）法定代表人：连宗敏 

（5）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和销售；汽车电子产品

及相关软件的研发、销售及技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汽车制动系统及部件的

研发和销售；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和销售；车联网开发及技术应用；车载应

用软件开发、销售与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投资兴办实业。许可经

营项目：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机械电子产品及相关软件的生产；机械电子设备加

工及维修。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深圳市特尔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 3 月 31 日财务

状况（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

状况（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52,071.88 8,685,836.24  

负债总额 4,221,533.16 4,373,846.8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4,030,538.72 4,311,989.36  

项目名称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316,633.11 20,140,964.47  

利润总额 -281,450.64 833,163.09  

净利润 -281,450.64 812,341.38  

（10）深圳市特尔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深圳市大为盈通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大为盈通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 号深圳湾科

技生态园 12 栋 A1401 

（4）法定代表人：宋卓霖 

（5）注册资本：1,200 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开发及销售。（以上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

方可经营）。 

（7）股权结构： 



 

（8）与公司关系：深圳市大为盈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持股 60%的控

股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 3 月 31 日财务

状况（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

状况（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842,222.73 13,340,466.66  

负债总额 286,332.03 4,791,442.9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净资产 12,555,890.70 8,549,023.74 

项目名称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115,504.40  22,441,817.42  

利润总额 7,043.03  2,748,915.27  

净利润 6,866.96  2,549,023.74  

（10）深圳市大为盈通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深圳市大为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大为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 年 2 月 8 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 号深圳湾

科技生态园 12 栋 A1407 

（4）法定代表人：宋卓霖 

（5）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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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五金交电、电子元器



件、光电产品、数码产品、科技产品、通讯产品、网络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技

术开发与销售；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第一类医疗器械的零售与批发；第二

类医疗器械的零售与批发。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及汽车零部件销售，

及其相关技术服务。 

（7）股权结构： 

 

（8）与公司关系：深圳市大为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持股 100%

的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 3 月 31 日财务

状况（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

状况（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01,537.84 3,313,570.82  

负债总额 9,786.62 22,011.0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4,491,751.22 3,291,559.74  

项目名称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333,539.80  5,654,910.98  

利润总额 205,324.60  299,035.66  

净利润 200,191.48  291,559.74  

（10）深圳市大为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四川欧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名称：四川欧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 年 11 月 26 日 



（3）注册地点：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玉蟾街道康乐大道 268 号 2 栋 

（4）法定代表人：冯秋宏 

（5）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新型材料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产品研发、

制造；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制造；移动通信设备零件制造；生产制造咨询服

务；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电子信息及信息技术处理、系统

集成、通信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

计算机消耗材料；计算机零部件制造；国内贸易代理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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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国

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7）股权结构： 

 

（8）与公司关系：四川欧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直接持股 60%的控股

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 3 月 31 日财务

状况（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

状况（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4,552,715.81 168,470,071.07  

负债总额 113,740,919.96 107,265,116.1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60,811,795.85 61,204,954.90  

项目名称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40,586,882.54  111,184,100.52  

利润总额 -521,012.82  1,481,263.28  

净利润 -393,159.05  1,222,467.41  

（10）四川欧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提高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旨在进一步提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

资决策效率，以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 

本次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其经

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

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于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在实际担保发生或签署担保协议时，公司将按规

定要求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或者提供反担保；公司

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本次提高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有利于进一步

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财务风险

可控，有效确保公司担保行为的计划性和合理性。本次公司提高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提高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事项。 

 

三、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根据前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额度为总计不超过 20,000 万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形，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金额为 7,83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22.60%，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余额为 12,165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5.08%；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0 万元，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额度余额为 1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8.84%。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尔佳信息”）



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区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福田支

行”）申请不超过 1,5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

特尔佳信息在邮储银行福田支行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已为上述保

证担保提供反担保。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

形，对应担保额度及余额均为 0；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债务情形，对应的担保额

度及余额均为 0；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情形，

对应的担保金额为 0。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7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