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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2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5-022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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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图三胞”），上海宏图三胞电脑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宏三”），

无锡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宏三”），北京宏图

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宏三”）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宏图三胞

担保 3000 万元，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 47150 万元；为上海宏三担保

6000 万元，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 14900 万元；为无锡宏三担保 12000

万元，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 0 万元；为北京宏三担保 8500 万元，已

实际为其担保余额 8500 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北京宏三对本公司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在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

会议，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3 月 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

事 11 人，实际出席 11 人。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为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在民生银行的

3000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为上海宏图三胞电脑发展有限公司在交通银

行的 6000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为无锡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光大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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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12000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为北京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北京银

行的 5000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为北京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杭州银

行的 3500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担保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公司为宏图三胞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到期的 3000

万元融资继续提供担保，期限壹年。 

2、本公司为上海宏三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到期的

6000 万元融资继续提供担保，期限壹年。 

3、本公司为无锡宏三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

12000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期限壹年。 

4、本公司为北京宏三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健翔支行到期的

5000 万元融资继续提供担保，期限贰年。北京宏三对此笔担保提供了

反担保。 

5、本公司为北京宏三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到期的

3500 万元融资继续提供担保，期限壹年。北京宏三对此笔担保提供了

反担保。 

二、担保对象简介 

1、宏图三胞，注册地点为南京市玄武区太平北路 106 号，注册

资本 154232.1688 万元，法定代表人袁亚非。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中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高新技

术研制与开发；计算机、打印机及网络设备、通信设备（不含卫星地

面接收设施）、激光音、视类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计算机应用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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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系统集成、文教用品、文化办公机械、仪器仪表销售、技术服务；

投资咨询，电子网络工程设计、设备安装，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电脑回收、维修；代理发展电信业务；家

电回收；一类及二类医疗器械、电子产品、安防产品、家用电器、日

用百货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凭许可证经营

的除外）。 

本公司持有宏图三胞 100％的股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宏图三胞经审计的总资产 803862.78 万

元，净资产 246967.21 万元，资产负债率 69.27%；2013 年 1-12 月实

现营业务收入 1171078.99 万元，利润总额 16948.63 万元。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宏图三胞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852856.85

万元，净资产 259003.27 万元，资产负债率 69.63%；2014 年 1-9 月

实现营业务收入 981791.17 万元，利润总额 15736.73 万元。 

2、上海宏三，注册地点为上海市肇嘉浜路 979 号，注册资本 504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袁亚非。经营范围：计算机制造，计算机软硬件、

通信、电子、网络、系统集成专业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及相关产品的试制试销，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子产

品及通讯设备、计算机系统集成、文教用品、文化办公机械、仪器仪

表、电器机械及器材、电话卡的销售，投资咨询，废旧物资回收（不

含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通讯设备安装，其他居民服务，一类医疗

器械、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的销售、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

音像制品的零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三胞持有上海宏三 100%的股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宏三经审计的总资产 169106.69   

万元，净资产 63558.33 万元，资产负债率 62.41 %；2013 年 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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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营业收入 216065.76 万元，利润总额 4160.71 万元。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上海宏三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96140.64

万元，净资产 65588.25 万元，资产负债率 66.56%；2014 年 1-9 月实

现营业务收入 161068.24 万元，利润总额 2711.04 万元。 

3、无锡宏三，注册地点为无锡市解放西路 151 号一至三层全部

（含一二楼间夹层），注册资本 23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袁亚非。经营

范围：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计算机应用软件及集成的技术服务、

网络工程的设计、设备安装、计算机技术服务；通讯设备（不含发射

装置）、音响视听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计算机及配件、计算

机应用软件及系统集成、文教用品、文化办公机械、仪器仪表销售；

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类）；电子网络工程设计、设备安装，电

子计算机技术服务；计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的安装及维修、五金交

电、电子产品、照相器材、一类医疗器械、防盗监控设备、家用电器、

日用品的销售，百货的零售；代办中国电信股东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委托的电信业务；旧家用电器的收购；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书报刊、

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的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三胞持有无锡宏三 100%的股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无锡宏三经审计的总资产 20038.77 万

元，净资产 7208.28 万元，资产负债率 64.03 %；2013 年 1-12 月实现

营业收入 56612.05 万元，利润总额 1345.24 万元。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无锡宏三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1193.24 万

元，净资产 7891.16 万元，资产负债率 62.77%；2014 年 1-9 月实现

营业务收入 40483.73 万元，利润总额 917.98 万元。 

4、北京宏三，注册地点为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和平路 23 号 208

室，注册资本 24743.4 万元，法定代表人袁亚非。经营范围：科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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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通讯器材、

文具用品、办公设备、仪器仪表、机器设备、家用电器等；投资咨询

（不含中介机构服务）；出租商业设施（限分支机构经营），回收废旧

家用电器；设备租赁。  

本公司持有北京宏三 91.92％的股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宏三经审计的总资产 74040.45 万

元，净资产 35455.31 元，资产负债率 52.11%；2013 年 1-12 月实现营

业收入 254476.30 万元，利润总额 2193.50 万元。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北京宏三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84886.99 万

元，净资产 36553.52 万元，资产负债率 56.94%；2014 年 1-9 月实现

营业收入 133638.34 万元，利润总额 1450.3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所列担保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待实际贷款发生

时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本次北京宏三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向本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下属公司，对其担保是为了支持其业务发

展。担保对象北京宏三为本公司提供了反担保，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

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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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4,00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担保总额为 131,0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21.53%。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没有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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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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