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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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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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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鉴于江西联创（万年）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创万年”）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现由公司为子公司联创万年提供银行授信及融

资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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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子公司合肥智行光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肥智行”）在原有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基础上新

增担保额度人民币 20,000万元（含本外币）；至此，公司为合肥智行向银行申

请授信及融资合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本外币）综合授信连带责

任担保。 

根据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决定取消为子公司常州联益光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常州联益”）和江西联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联

坤”）在银行的综合授信及融资担保额度各 5,000万元（含本外币），合计 10,000

万元（含本外币）。至此，公司为常州联益和江西联坤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融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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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0万元（含本外币）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截至目前，公

司为常州联益和江西联坤的担保余额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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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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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联创（万年）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6月 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95965427824  

注册资本：7,185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顺根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丰收工业园区万盛大道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

电子产品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电工器材销售，集

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光通信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

电组件设备制造，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光学仪器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电子元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家用电器研发，显示器件

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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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器件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网络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联创万年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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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55.67 

万年县万投美信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3,185 44.33 

合计 7,185 100.00 

联创万年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5,303,177.10  300,142,363.02 

负债总额  165,622,793.74  190,900,371.33 

净资产 159,680,383.36  109,241,991.69 

项目 2022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1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595,112.20   246,614,187.97 

利润总额                  456,226.32  -633,500.34 

净利润                  108,826.07   -341,320.27 

联创万年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联创万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2、合肥智行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 6月 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8LL9GU7X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吉勇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长宁大道与长安路交口西南角集成电路标准

化厂房 A1号楼 4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https://www.qcc.com/firm/18d1ccb7a084b25a247db1b3cf1daa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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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

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车载设

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电子

专用材料研发；机械设备研发；光学玻璃制造；光学玻璃销售（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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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合肥智行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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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100.00 

合肥智行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1,044,956.13  165,643,731.03 

负债总额  187,517,534.61  7,096,972.84 

净资产 133,527,421.52  158,546,758.19 

项目 2022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1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4,190,239.98  - 

利润总额  -32,665,697.01  -41,455,368.35 

净利润  -25,019,336.67  -41,453,241.81 

 

合肥智行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合肥智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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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与

贷款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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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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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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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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创万年与合肥智行资产优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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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415.3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55.48%，其中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575,415.37 万元，占公司 2021年 12 月 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 153.08%；江西联创对其参股公司联创宏声提供担保余额为 9,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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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900.00 万元，

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99.77%，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度为 74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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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