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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1   证券简称：ST方科   公告编号：临 2022-024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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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074.96万元，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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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亿元。 

● 担保逾期情况：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逾期合计为

49,494.75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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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2022 年度

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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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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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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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小计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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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 10,000.00 

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香洲支行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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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0,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 10,000.00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

试验区横琴分行 
10,000.00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0,000.00 

小计 142,000.00 

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

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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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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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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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7.23 

甘肃公航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9,112.44 

北京农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6,000.00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2,135.33 

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4,778.37 

小计 45,453.37 

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 100%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7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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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2,000.00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5,381.89 

小计 10,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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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分行 8,000.00  

小计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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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074.96 

 

*系公司为方正国际北京公司就中标沈阳地铁自动售检票线网管理中心系统（ANCC）集成

项目后履行其各项合同义务提供连带赔偿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包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全资子公司之间

提供的担保；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单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保等《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情形。 

上述担保额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请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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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要、利率成本等综合因素

向上述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有选择的申请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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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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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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1年度/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672,689,595.93 

资产净额 1,344,050,329.36 

营业收入 552,699,433.61 

净利润 -161,908,680.71 

负债总额 1,328,639,266.57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304,614,142.55 

流动负债总额 1,146,263,9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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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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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963,018,316.12  

资产净额 1,810,505,398.45  

营业收入 1,625,581,660.94  

净利润 89,249,366.23  

负债总额 1,152,512,917.67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237,807,753.45  

流动负债总额 845,069,6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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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54,397,973.16  

资产净额 907,081,6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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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882,890,237.62  

净利润 70,139,555.79  

负债总额 447,316,308.79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97,549,184.95  

流动负债总额 416,593,6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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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34,587,617.63  

资产净额 -1,345,729,225.91  

营业收入 149,780,070.54  

净利润 -470,252,6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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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2,780,316,843.54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524,004,807.44  

流动负债总额 2,729,895,5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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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1年度/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739,008,462.42  

资产净额 428,982,2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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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535,305,359.35  

净利润 6,501,418.41  

负债总额 3,310,026,236.86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3,219,522,5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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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1年度/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2,641,707.80  

资产净额       57,174,799.98  

营业收入       10,476,742.36  

净利润      -17,788,405.58  

负债总额      105,466,907.82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83,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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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总额 36,940,9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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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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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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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

要、利率成本等综合因素向上述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有选择的申请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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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的基础上确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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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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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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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 亿元。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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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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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笔融资租赁已经逾期，逾期净额为11,245.33万元，方正宽带与甘肃公航旅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一笔融资租赁已经逾期，逾期净额为18,712.44万元，公司

为上述四笔融资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珠

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有限公司、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共同作为借款人向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19,536.98万元已经逾期。珠海多层

以其名下资产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方正印刷电路板发

展有限公司和珠海方正印刷电路板（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正与相关各方积极沟通，争取尽快妥善处理该担保逾期事项。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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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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