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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03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2-098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诺

通讯”），全资孙公司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诺通讯”）。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为中诺通讯分别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南头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金额分别为 4 亿元人民币（以下“万元”、“亿元”均指人民币）、2

亿元、1.05 亿元；公司继续为以诺通讯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 亿元。 

上市公司累计为中诺通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25 亿元，累计为以诺通讯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18 亿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指公司财务报表并表范围内之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51.515 亿元，担保余额

为 266,892.46 万元,分别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的 177.02%、91.71%。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中诺通讯及以诺通讯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

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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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

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 4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的议案》、《关于公司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申请敞口金额为 2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向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 1.05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继续为全资孙公司广东以诺通讯有

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 1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为中诺通讯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 4 亿元、2 亿元、1.05 亿元，授信期限

分别为两年、一年、一年；同意公司继续为以诺通讯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 亿元，授信期限为一

年。具体担保期限以公司与上述四家银行签订的相关担保合同约定为准。同时

授权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签署与之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 

上述四个议案的表决情况均为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上述担保事

项不存在反担保。 

以上担保额度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 2022 年度公司为所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81.50 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的议案》及 2022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新增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中规定的公司对中诺通讯提供 35 亿元、对以诺通讯提供 25 亿元担保

范围内，无须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诺通讯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920989 

成立日期：1997 年 10 月 22日 

注册资本：100,022.7186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 2 号楼 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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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 2号楼 37 层 

法定代表人：杨韬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移动通信终端设备软件硬件、手机及周边配

件、计算机及配套设备、电子产品、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微电子器件、通

讯器材、智能控制系统产品、智能穿戴设备、家电控制设备及配件、传输设

备、数据通信设备、宽带多媒体设备、电源的技术开发、生产与销售；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业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诺通讯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100%股

份。中诺通讯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中诺通讯最

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3,369.05 638,668.67 

负债总额 635,918.08 481,261.67 

银行贷款总额 133,835.58 202,032.09 

流动负债总额 611,970.68 463,475.35 

资产净额 167,450.97 157,407.00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63,467.41 976,459.52 

净利润 -18,767.01 -7,393.54 

（二）以诺通讯 

公司名称：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58829554XX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28日 

注册地址：东莞市大朗镇松木山村利祥路 62 号 

主要办公地点：东莞市大朗镇松木山村利祥路 137-139号 

法定代表人：刘苍松 

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塑胶制品、固定电话机、传真机、电子产品、移动电话机、无

线终端（固定无线电话、对讲机）、计算机硬件、网络终端产品（非对称数字

用户环路产品、网关）、视频通讯终端产品（全球定位系统产品、机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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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产品（数据卡）、数码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自营进出口（不含卫星地面

接收设施）；电子设备、微电子器件的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实

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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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中诺通讯 100%股权，以诺通讯为中诺通讯之

全资控股子公司。以诺通讯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8,561.98 328,653.49 

负债总额 310,557.52 255,939.33 

银行贷款总额 19,998.47 25,437.31 

流动负债总额 296,680.41 245,184.06 

资产净额 78,004.46 72,714.16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82,444.43 719,268.40 

净利润 -10,456.90 -5,290.3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为中诺通讯及以诺通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的相关担保协议尚

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具体内容以最终

签订的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为中诺通讯与以诺通讯提供担保系为支持其业务发展及融资需

求。中诺通讯主营业务为手机通信产品 ODM 及其他消费类电子的 OEM 业务；以

诺通讯主要承担公司手机通讯产品及其他消费类电子生产制造。上述两家公司

流动性资金需求较大。 

中诺通讯及以诺通讯经营情况稳定，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因此董事会认为

以上担保事项风险可控，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五、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均经 2022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十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表决情况均为 9 票同意，0票弃权，0 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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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1.515 亿元；公司对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51.515 亿元，担保余额为 266,892.46 万元, 分别占公

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77.02%、91.71%，

除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无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