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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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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赛众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赛众”）、苏州迈智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智特”）、无锡

昌鼎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昌鼎”）、昆山赛腾平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赛腾平成”）、苏州赛腾菱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菱欧

科技”）、Optima株式会社等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孙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并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贷

款提供保证担保等。该议案已通过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苏州赛众提供人民币 1.3 亿元担保，

为迈智特提供人民币 0.20 亿元担保，为菱欧科技提供人民币 0.35 亿元担保,为

赛腾平成提供人民币 0.25亿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亿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在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一家或数家）申请综合授

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因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增加到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

授信额度为准；在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专项贷款、票据承兑、外币贷款等，期限包括短期借款、中长

期借款等。 

如银行要求，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拟以自有土地、房产为有关业务项下的债务提供



抵押担保等，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就该等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等、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

提供担保等（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董事孙丰先生及总经理曾慧女

士拟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上述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有效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有效。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苏州赛众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赛众成立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丰。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加工、组装、销售：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配件；销售：半导体

组装设备及其配件；并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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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苏州赛众资产总额 28,088.25 万元，负债总额 7,494.83

万元，净资产 20,593.42 万元。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119.92 万元，净利润 

-457.52 万元。 

2、苏州迈智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迈智特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丰。经

营范围：从事智能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加工、销售：智能电子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通

信设备、机电设备、工艺品、办公用品；动漫软件设计；图文设计、制作；网上销售：

智能硬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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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迈智特资产总额 16,559.42 万元，负债总额 7,677.93 万

元，净资产总额 8,881.49 万元。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 3,092.84 万元，净利润 -98.03

万元。 

3、无锡昌鼎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昌鼎成立于 2014 年 07 月 07 日，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刘芳。 



经营范围：电子器件、电子元件、自动化设备、电气设备、通用设备、专用设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维修及保养服务；灯具的销售；计算机软件、硬件的设

计、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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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孙公司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无锡昌鼎资产总额 4,900.73 万元，负债总额 2,119.43

万元，净资产总额 2,781.30 万元。2020 年 1 月-6 月，营业收入 2,137.97 万元，净利

润 343.77 万元。 

4、昆山赛腾平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赛腾平成成立于 2005 年 03 月 25 日，注册资本 7,400.442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

丰。 

经营范围：生产电子专用设备、测试仪器、工模具制造；精密在线测试仪器、设

备的开发与制造以及维护；塑料合成板的加工制造；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

件；电子线材组装；接插件及金属加工；销售自产产品；从事与本企业生产同类产品、

墨水、胶水、化学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的商业批发及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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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截至 2020 年 06 月 30 日，昆山平成资产总额 23,411.71 万元，负债总额 9,714.06 

万元，净资产总额 13,697.65 万元。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 8,289.67 万元,净利润

1,576.96 万元。 

5、苏州赛腾菱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菱欧科技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 22 日，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丰。 

经营范围：数控自动化工业设备、数控低压配电系统及控制系统、机电设备的设

计、生产、加工、销售、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销售：电器元器件、建筑材料、办公

用品、塑胶制品、纺织原料、电子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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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菱欧科技资产总额 11,475.26 万元，负债总额 5,491.88

万元，净资产总额5,983.38万元。2020年1-6月，营业收入6,561.45万元，净利润 375.13



万元。 

6、Optima 株式会社 

Optima 株式会社成立于 2015 年 2 月 3 日，总部地址位于神奈川县川崎市麻生区

栗木二丁目 8 番 18 号，公司主要经营半导体检查设备和曝光设备的开发、制造、销

售以及服务业务 ；半导体检查设备和曝光设备的相关消耗品的销售业务 ；电子元器

件等的销售相关的咨询业务 ；电子元器件等的销售相关的市场营销业务；研磨材料

的销售和进出口 ；投资业务 ；健康/美容仪器的开发和销售 ；附随于前述各款或与

前述各款相关的所有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Optima 株式会社资产总额 18,470.61 万元，负债总额 

8348.14 万元，净资产总额 10,122.47 万元。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 9,046.06 万元，

净利润 1,748.35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计划授信及担保总额为公司拟申请的总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具体尚需银行

或相关机构审核同意，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综合授信事项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

作出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单位皆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控股

孙公司，资产信用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在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一家或数家）申请综合授

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因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增加到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

授信额度为准；在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专项贷款、票据承兑、外币贷款等，期限包括短期借款、中长

期借款等。 

本次董事孙丰先生及总经理曾慧女士拟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等、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等，在提请董事会审议前，已经

我们事前认可。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运营所需，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



关联交易中董事及总经理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表决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董事会作出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的决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际已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10 亿元，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37%，除前述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外，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