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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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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对外担保概述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3月28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并于2022年4月19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向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事项的议案》，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60,000.00万元（不包含低风险业务额度），最终额度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

授信额度为准，授信主要用于经营周转，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本外币借款、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各金融机构实际授信额度可在总额度范围内调剂。

根据上述申请的授信额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的上述综合授信向金融机构提供无偿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283,150.00万元，担保决议有效期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各被

担保方的额度可以进行调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9）。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德方”）

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签署了《授

信额度合同》，广发银行佛山分行为佛山德方提供授信额度人民币10,000.00万元，

公司与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佛山德方的该笔授

信提供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靖德方”）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进

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申请借款，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为曲靖德方提供总额

为人民币40,000.00万元整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公司与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签

署了《保证合同》，同意为曲靖德方的该笔贷款提供总额为人民币40,000.00万元

整的连带责任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曲靖市德枋亿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枋

亿纬”）分别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曲靖分行”）

和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峰西路支行（以下简称“曲商银行翠峰西路支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兴业银行曲靖分行为德枋亿纬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30,000.00万元整的授信额度，公司与兴业银行曲靖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同意为德枋亿纬的该笔授信提供总额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整的保证担保；

曲商银行翠峰西路支行为德枋亿纬提供总额为人民币20,0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公司与曲商银行翠峰西路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德枋亿纬的该

笔授信提供人民币20,000.00万元整的保证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曲靖德方创界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靖德方创界”）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

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曲靖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中信银行曲靖分行

为曲靖德方创界提供总额为人民币9,000.00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与中信

银行曲靖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按照公司51%的持股比例为曲靖

德方创界的该笔授信提供总额为人民币4,590.00万元整的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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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次担保

金额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佛山德方 

公司名称 佛山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8577908144B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7月6日 

法定代表人 唐文华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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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佛山德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122.94 306,084.96 

负债总额 82,132.83 224,990.46 

银行贷款总额 28,381.79 46,338.13 

流动负债总额 71,191.53 196,821.2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46,990.11 81,094.50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9,775.69 429,562.60 

利润总额 12,803.41 25,122.60 

净利润 11,890.20 22,919.88 

佛山德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2、 曲靖德方 

公司名称 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300MA6NTRCH68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5月20日 

法定代表人 孔令涛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经营范围 

纳米粉体材料试剂、纳米粉体标准样品、纳米材料产品（均不含限

制项目）的研发、生产、销售；纳米磷酸铁锂及副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纳米材料产品及技术进出口；矿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

政审批的货物除外）；有机化学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学试剂

助剂（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房屋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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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曲靖德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6,624.88 1,207,684.28 

负债总额 287,656.36 705,251.17 

银行贷款总额 89,548.00 316,123.27 

流动负债总额 260,923.13 580,654.9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28,968.52 502,433.11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3,928.18 1,041,962.93 

利润总额 79,348.93 163,570.24 

净利润 67,887.35 139,254.64 

曲靖德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3、 德枋亿纬 

公司名称 曲靖市德枋亿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300MA6Q9D4P6U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4月26日 

法定代表人 黄俊平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光电一体化技术研发；纳米粉体材料

试剂、纳米粉体标准样品、纳米材料产品（均不含限制项目）的研

发、生产、销售；纳米磷酸铁锂（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纳米材料产品及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

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除外）；有机化学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

学试剂助剂（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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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60%的股权，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股

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德枋亿纬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599.08 555,730.90 

负债总额 8,675.90 415,792.24 

银行贷款总额 0.00 232,334.02 

流动负债总额 8,675.90 275,558.8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46,923.18 139,938.66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130,706.90 

利润总额 -571.46 1,042.39 

净利润 -485.75 862.81 

德枋亿纬非失信被执行人。 

4、 曲靖德方创界 

公司名称 曲靖德方创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303MA7H0WK69Y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22年01月19日 

法定代表人 孔令涛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深圳市德方创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深圳市

德方创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曲靖德方创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269.97 

负债总额 18,004.49 

银行贷款总额 6,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7,804.4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净资产 23,265.48 

主要财务数据 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582.35 

净利润 -495.15 

曲靖德方创界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佛山德方广发银行佛山分行授信的担保合同 

1、 债务人：佛山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2、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3、 保证人：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

不限于展期合同）。 

5、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亿元

整。 

6、 保证方式：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有多个保证人，各保

证人为连带共同保证人，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 

7、 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8、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二） 曲靖德方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授信的担保合同 

1、 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 

2、 债务人：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3、 保证人：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主 合 同 ： 债 权 人 与 债 务 人 签 订 的 合 同 号 为

HETO21600001420221000000008 的借款合同。 

5、 保证方式：保证人同意按本合同的约定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6、 保证范围：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为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办理贷

款业务的情况下，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和支付的下述所有债

务：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贷款本金人民币肆亿元，贷款期限为二十四个月；

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贷款到期

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 

7、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三） 德枋亿纬兴业银行曲靖分行授信的担保合同 

1、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 

2、 债务人：曲靖市德枋亿纬有限公司 

3、 保证人：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被担保的主债权：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额

度授信合同》及其项下所有“分合同”。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

币叁亿元整。 

5、 保证方式：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6、 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

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

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 

7、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保证期间为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



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

的，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 德枋亿纬曲商银行翠峰西路支行授信的担保合同 

1、 债权人：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峰西路支行 

2、 债务人：曲靖市德枋亿纬有限公司 

3、 保证人：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依据【2022 年

曲商银营授字 12210101-17 号授信协议】所产生的全部债务。本合同担保的范围

包括因主合同而产生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用、执行费用等）、

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保证人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20,000.00 万元。 

5、 保证方式：本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6、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从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三年。如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为分期到期，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还款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 

（五） 曲靖德方创界中信银行曲靖分行授信的担保合同 

1、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 

2、 债务人：曲靖德方创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 保证人：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保证担保的债权：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人民币肆仟伍佰

玖拾万元整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

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5、 保证范围：本合同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

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的费用。 

6、 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7、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

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未能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比例担保的说明 

德枋亿纬本次兴业银行曲靖分行和曲商银行翠峰西路支行的授信由公司提

供担保，德枋亿纬其他股东未按照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比例担保，主要原因为德枋

亿纬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由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公司已要求德枋亿纬就公司为

其提供的上述保证担保提供反担保，德枋亿纬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上述担保风

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含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及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 1,037,940.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38.91%。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

外的其他公司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目前相关担保无逾期债务、涉及诉讼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等情况。 

六、 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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