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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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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420,441.58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515,114.11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5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78,942.71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 
 

一、担保情况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满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控股公司遂宁康佳柔

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康佳柔性电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

渝金租一号机电设备租赁（重庆）有限公司（简称“渝金租赁公司”）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按持股比例与其他股东一起为渝金租赁

公司与康佳柔性电子公司签署的《最高额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其中本公司的担保金额不超过 975万元，保证期间为《最高额融资

租赁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本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及 2022年

5月 16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遂宁康佳柔性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康佳柔性电

子公司提供金额为 1.9亿元人民币的信用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三年。  

（二）为满足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康佳电

子科技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简称“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供应链融资额度合同》。根据合同约

定，本公司为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及建信融通有限责任公司给予康佳电子科技公司

的 8,500 万元融资额度承担无条件付款责任。被担保人为康佳电子科技公司，债

权人为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及建信融通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



10月 8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康佳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康佳电子科技公司提供金额

为 3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五年。 

（三）为满足本公司全资孙公司重庆康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重庆康

佳科技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

分行（简称“工商银行重庆两江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根据合同

约定，本公司为工商银行重庆两江分行与重庆康佳科技公司签署的《固定资产借

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 3.8亿元，保证期间为《固定

资产借款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本公司于 2021 年 3月 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及 2021年 4

月 20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重庆康佳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重庆康佳科技公司提供金额为 5.56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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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遂宁康佳柔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3月 31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过军大道 9号 

法定代表人：张俊博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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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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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及控制关系：康佳柔性电子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持股 97.5%的控股公司。 

康佳柔性电子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和 2022 年 1-11 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1月 30日 

资产总额  1,592.31   1,988.67  

负债总额  129.46   247.89  



净资产  1,462.85   1,740.78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11月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619.72  228.99  

净利润 462.85  152.93  

康佳柔性电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深圳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月 16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技南十二路 28 号康佳研发大厦

15层 

法定代表人：常东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新产品、应用软件系统、音视频集成系统、

智慧家居系统、平安城市系统、智慧城市系统、高新技术及相关设备的研究开发、

销售，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以及运行维护服务；从事电视机、广播

电视接收设备、显示器件、幻灯及投影设备、数字音视频广播系统及产品、视听

器材、新型电子元器件等电子信息产品的技术开发；从事家用电器及其零配件的

批发零售；从事净水设备、水处理装置及配件的研发、销售；经营电子商务；从

事广告业务；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投资咨询；国内贸易；

经营进出口业务;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凭备案经营）、日用口罩（非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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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

日用杂品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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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仓储服务；经营电信业务；人

力资源服务；从事家用电器及其零配件的生产。消毒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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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产权及控制关系：康佳电子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康佳电子科技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和 2022 年 1-11 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1月 30日 

资产总额 702,954.68 627,864.55 

负债总额 693,805.70 633,190.07 

净资产 9,148.97 -5,325.52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11月 

营业收入 512,477.87 282,128.91 

利润总额 -31,411.94 -17,205.28 

净利润 -24,378.92 -14,474.49 



康佳电子科技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重庆康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6月 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 8号 

法定代表人：李宏韬 

注册资本：1.2 亿元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屋

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重庆康佳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重庆康佳科技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和 2022 年 1-11 月份未经审计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1月 30日 

资产总额 60,281.89 75,377.33 

负债总额 15,271.78 31,225.77 

净资产 45,010.11 44,151.56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11月 

营业收入 2,644.11 2,755.93 

利润总额 26.07 -858.11 

净利润 33.06 -858.55 

重庆康佳科技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康佳柔性电子公司与渝金租赁公司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渝金租赁公司（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不超过 975 万元，保证范围为渝金租赁公司

与康佳柔性电子公司签署的《最高额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额的最高债权

本金的 97.5%，以及包括但不限于康佳柔性电子公司应支付的租金、租赁利息、

租赁押金、约定损失赔偿金、留够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包括但不限于逾期利息、

税费、违约金、保险费、损害赔偿金、渝金租赁公司代康佳柔性电子公司垫付的

全部款项），以及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保全费、公证费、公告费、强制执

行费、评估费、鉴定费、差旅费、租赁物取回时的运输/拍卖/评估等渝金租赁公

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合理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4、保证期间：担保期限为约定期间签订一系列融资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5、合同生效：本公司和渝金租赁公司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二）康佳电子科技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及建信融通有限责任公司 

1、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及建信融通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本公司为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及建信融通有限责任

公司给予康佳电子科技公司的 8,500万元融资额度承担无条件付款责任。 

（三）重庆康佳科技公司与工商银行重庆两江分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工商银行重庆两江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3.8 亿元，保证范围为《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项下实际发生额的全部债权的本金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

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为《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

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工商银行重庆两江分行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和本公司盖章之

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提高本公司资金流动性，同时为了满足重庆康佳科技公司、康佳柔性电

子公司、康佳电子科技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障上述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

本公司决定为上述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重庆康佳科技公司、康佳电子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公司，康佳柔性电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本公司对上述公司具有形式上和

实质上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 

重庆康佳科技公司、康佳电子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公司，本公司为重庆

康佳科技公司、康佳电子科技公司提供担保事宜，无需反担保。康佳柔性电子公

司的其他股东与本公司一起按持股比例为康佳柔性电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420,441.58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515,114.1108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金额

为 178,942.71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最高额保证合同》等。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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