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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7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2022-040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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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7月12日，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解决

全资子公司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宇航空”）设备采购资金，

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通宇航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

保，具体情况如下： 

1、通宇航空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租赁”）签订《融资

租 赁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2022PAZL0101523-ZL-01 、 2022PAZL0101524-ZL-01 、

2022PAZL0101526-ZL-01、2022PAZL0101593-ZL-01），向平安租赁申请开展融资租赁（设

备直租）业务，融资额分别为人民币515.47万元、421.22万元、183.64万元、237.58万

元，租赁期间自平安租赁按照《购买合同》（合同编号：2022PAZL0101523-GM-01、

2022PAZL0101524-GM-01、2022PAZL0101526-GM-01、2022PAZL0101593-GM-01）约定向

设备卖方景德镇市远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租赁物设备价款2之日起36个月。根据业

务需求，公司与平安租赁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PAZL0101523-BZ-01、

2022PAZL0101524-BZ-01、2022PAZL0101526-BZ-01、2022PAZL0101593-BZ-01），为上

述融资租赁（设备直租）业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通宇航空与平安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2022PAZL0101586-ZL-01），

向平安租赁申请开展融资租赁（设备直租）业务，融资额为人民币689.00万元，租赁期

间自平安租赁按照《购买合同》（合同编号：2022PAZL0101586-GM-01）约定向设备卖

方成都汇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租赁物设备价款2之日起36个月。根据业务需求，公

司与平安租赁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PAZL0101586-BZ-01），为上述融资

租赁（设备直租）业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等融资

业务提供担保连带责任保证，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以公司、子

公司与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担保有效期限为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审议2023年度相应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上述担保额度范围为新

增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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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业务及对外投标等日常经营需要开具的履约保函、其他资产抵押质押等多种金

融担保方式。担保期限将以公司、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公司本

次为通宇航空提供担保金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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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本次提供担保事项无需

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通宇航空与平安租赁均无关联关系，上述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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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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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预计额

度（万元）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万元) 

是否关

联担保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东唐科技有

限公司 
100% 43.01% 

50,000 

2,000 否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光韵达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100% 45.41% 0 否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通宇航空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100% 46.53% 13,268.13 否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云达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100% 82.43% 0 否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光韵达激光应

用技术有限公司 
100% 23.5% 0 否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光韵达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100% 91.7% 0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083320914H 

公司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西航港街道空港一路936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7,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征宇 

成立日期 2013年11月18日 

经营范围 机械设备生产、加工；模具制造；3D打印服务；3D打印设备租赁。 

与本公司的关系 通宇航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信用等级 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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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6,501,397.950  225,017,045.41 

负债总额  193,786,940.440  101,278,755.3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000,00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87,712,928.490   87,016,312.92  

资产负债率 46.53% 44.74% 

净资产  222,714,457.51   126,051,283.99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5,526,117.91  110,224,571.52 

利润总额  64,468,515.58   57,319,996.11  

净利润  54,663,173.52   48,093,612.12  

3、通宇航空设立至今，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抵押、担保事项；未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37

层 

法定代表人：王志良 

注册资本：1,45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9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54572362X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

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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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租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平安租赁与公司、公司子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

造成公司、公司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五、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编号：2022PAZL0101523-ZL-01 

出租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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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物：五轴高速铣削中心 

租赁成本：5,154,700.00元 

首付款：1,546,410.00元 

租金总额：3,879,663.47元 

留购价款：100元 

租赁期间：36个月 

2、合同编号：2022PAZL0101524-ZL-01 

出租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租赁物：定梁龙门加工中心（GLUe23*40）、定梁龙门加工中心（GRU28II*60） 

租赁成本：4,212,200.00元 

首付款：1,390,026.00元 

租金总额：3,037,590.16元 

留购价款：100元 

租赁期间：36个月 

3、合同编号：2022PAZL0101526-ZL-01 

出租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租赁物：定梁龙门加工中心（GLUe23*40） 

租赁成本：1,836,400.00元 

首付款：550,920.00元 

租金总额：1,382,158.80元 

留购价款：100元 

租赁期间：36个月 

4、合同编号：2022PAZL0101593-ZL-01 

出租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租赁物：定梁龙门加工中心 

租赁成本：2,375,800.00元 

首付款：712,740.00元 

租金总额：1,790,001.15元 

留购价款：100元 

租赁期间：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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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同编号：2022PAZL0101586-ZL-01 

出租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租赁物：五轴定柱式龙门加工中心 

租赁成本：6,890,000.00元 

首付款：2,067,000.00 元 

租金总额：5,185,729.80 元 

留购价款：100元 

租赁期间：36个月 

（二）《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益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 保 金 额 ： 2022PAZL0101523-ZL-01 合 同 项 下 租 金 RMB3,879,663.47 元 、

2022PAZL0101524-ZL-01合同项下租金RMB3,037,590.16元、2022PAZL0101526-ZL-01合

同 项 下 租 金 RMB1,382,158.80 元 、 2022PAZL0101593-ZL-01 合 同 项 下 租 金

RMB1,790,001.15元、2022PAZL0101586-ZL-01合同项下租金RMB5,185,729.80元及其他

应付款项，具体担保范围以实际签署的保证合同约定为准。 

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两年。受益人同意主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重新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两年止。 

担保范围：被担保人依据《融资租赁合同》应向受益人支付的所有应付款项，包括

但不限于租金、利息、服务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租赁物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受益人为实现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因保证人违约而给受益人造成的损失。 

六、董事会意见 

通宇航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其生产设备的正常使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通宇航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公司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管理，公司为其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

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公司本次为通宇航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能有效缓解通

宇航空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6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额为55,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1,453,201,190.91元的37.85%；提供担保总余额为17,315.04万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1,453,201,190.91元的11.91%，全部为公司对全资

子公司或孙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

形。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也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

保。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融资租

赁合同》；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成都汇航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合同》；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成都通宇航空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景德镇市远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合同》；本公司与平安国

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 

4、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