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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1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1-027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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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对象：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 

● 本次担保预计总额最高不超过393,523.10万元，截至2021年4月26日，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合计为11.74亿元。 

● 担保逾期情况：全资子公司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借款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到期，截至目前

逾期本金金额为 5,395 万元，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方

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与中国外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

售后回租合同》，2021 年 4 月 14 日开始逾期，截至目前逾期净额为

3,340 万元，公司为该笔融资提供担保。 

● 对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各控股子公司（本公告中所述“子公司”均包括“二级子公司”）

2021 年度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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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将提请股东

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对子

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一、公司拟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如下额度的担保： 

                                                        单位：万元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

例 
金融机构/其他机构 预计额度 

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

有限公司 
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香洲支行 2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6,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 8,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5,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5,000.00 

小计 90,000.00 

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

限公司 
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香洲支行 3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香洲支行 10,000.00 

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香洲支行 1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6,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4,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5,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 10,000.00 

小计 115,000.00 

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

司 
10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 6,000.00 

中国银行重庆西部新城支行 3,500.0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 12,000.00 

招商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 5,000.00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 8,00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5,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 10,000.00 

工商银行重庆分行西永微电子支行 2,000.00 

小计 51,500.00 

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

司 
100% 

华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441.25 

甘肃公航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9,182.44 

北京农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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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2,565.33 

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5,467.21 

小计 46,656.23 

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

限公司 
100% 

民生银行北京分行 1,027.17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739.70  

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7,000.00  

小计 10,766.87  

河南方正智慧大数据产业

有限公司 
90%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阳分行或其指定机构 
9,600.00  

小计 9,600.00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或

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100% 未确定 70,000.00 

总计 393,523.10 

 

上表所列担保额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

在该等额度内，公司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要、利率成本等综合因素向上述

银行有选择的申请贷款，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

理上述担保事宜，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协

议。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

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174901500 

注册地点：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吴建英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包括零售、批发）自产的多层印刷电路板、高密度

互连积层板、多层挠性板、刚挠印制电路板、柔性线路板，开发高技术电子、通

讯等印刷电路板应用的产品，提供多层印刷电路板的电脑设计、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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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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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年度/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369,998,366.50 

资产净额 1,505,959,010.07 

营业收入 635,866,874.11 

净利润 68,023,232.78 

负债总额 864,039,356.43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304,459,216.70 

流动负债总额 829,014,408.76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69320863B 

注册地点：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孙玉凯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双面、多层刚性和柔性电路板（包含与集成芯

片配套的测试板）、高密度互联印刷电路板；机械电子仪器、数码电子产品的技

术咨询服务；PCB 材料的批发与零售（不设店铺，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

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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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74,020,818.36  



5 

 

资产净额                 1,758,945,859.10  

营业收入                 1,631,720,501.87  

净利润                 168,720,129.16  

负债总额                  815,074,959.26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167,720,453.78  

流动负债总额                  753,527,486.46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3、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874621363 

注册地点：重庆市 

法定代表人：孙玉凯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双面、多层刚性和柔性印刷电路板、高密度互

联印刷电路板、刚柔结合印刷电路板、柔性电路板材料、电子计算机配件、数码

电子产品的配件制造；机械电子仪器、数码电子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咨询、服务。

（经营范围涉及许可、审批经营的，须办理相应许可、审批经营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55,878,365.72  

资产净额                836,942,108.58  

营业收入                780,729,280.01  

净利润                 73,082,025.91  

负债总额               418,936,257.14  



6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178,963,171.96  

流动负债总额                386,681,689.83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4、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21140345 

注册地点：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刘建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有线电视站、共用

天线设计、安装；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

租赁）；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83,542,883.63  

资产净额 
-1,587,523,046.36  

营业收入 
385,332,776.90  

净利润 
-948,259,004.14  

负债总额 
2,971,065,929.99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531,517,062.46  

流动负债总额 
2,836,289,9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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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5、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1144696L 

注册地点：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刘建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劳务派遣；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

外）；销售五金交电、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广播电视设备、金

属制品、通用设备、医疗器械Ⅰ、Ⅱ类、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自行开发的产品；

计算机产品研发及样机制造、检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

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产品设计；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设备生

产（限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委托加工显示器、打印机及耗材、多功能打印

复合机、数码复合机、扫描仪、扫描枪、高拍仪、手写屏、警用执法仪；互联网

信息服务；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年度/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887,925,002.89  

资产净额                 430,190,804.92  

营业收入              2,003,000,079.47  

净利润                  30,172,138.16  

负债总额              3,457,734,197.97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18,617,2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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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总额              3,434,658,702.50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间接持有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100%股

权。 

 

6、河南方正智慧大数据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2MA454UUT0K 

注册地点：河南省信阳市 

法定代表人：吴建英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服务；智能化工程建设；人工智能研发与推广；物联

网技术开发与应用；智慧产业相关技术的开发、推广、转让、咨询服务；销售自

行开发的产品；基础软件及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数据处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年度/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1,718,035.46  

资产净额               62,263,205.56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815,777.19  

负债总额               99,454,829.90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83,2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6,254,829.90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间接持有河南方正智慧大数据产业有限公司 90%

股权。 

三、担保协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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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该额度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并

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

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

需要、利率成本等综合因素向上述银行有选择的申请贷款，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理上述担保事宜，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

表人指定的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协议。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

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上述控股子公司

有完全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因此同意上述预计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批

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理上

述担保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针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该类担保是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及现有的担保情况，在对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

要、现金流量情况以及投资需要合理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

控制范围之内。该议案涉及的担保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程序，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元；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合计为 11.74 亿元，上述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0%。 

全资子公司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沙坪坝支行借款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到期，截至目前逾期本金金额为 5,395 万

元，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与中国

外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2021 年 4 月 14 日开

始逾期，截至目前逾期净额为 3,340 万元，公司为该笔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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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协商，争取尽快达成展期延期协议，妥善处理上述逾期

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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