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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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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漳洲宏发电声有限公司、舟山金越电器有限公司、四川锐腾电子有限公司、浙江

宏发电声有限公司、舟山金度科技有限公司 

● 四川锐腾电子有限公司、浙江宏发电声有限公司、舟山金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

资的公司，本次公司向前述3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股权比

例的担保，同时上述3家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舟山冠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舟山

冠亨”）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及反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37,5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7,150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本次担保涉及关联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2022年5月18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发电声”）为其控股子公司漳洲

宏发电声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3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其控

股子公司舟山金越电器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宏发电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为79.9999%，宏发电声参股股东江西联创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为20.0001%。 

2022年10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发电声”）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合计



37,500万元，宏发电声拟为以下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情况见下表：  

                                                                       万元 

被担保人  
 被担保人与公司

关系  
担保方式  资产负债率  

2022 年度已审批授信

担保额度 

 2022 年新增授信担

保额度  

漳州宏发电声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70%以下 

34,000 20,000 

舟山金越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500 2,500 

四川锐腾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0 12,000 

浙江宏发电声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0 1,000 

舟山金度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0 2,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漳洲宏发电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长泰县陈巷镇港园工业 

法定代表人：郭满金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和销售继电器、低压电器、接触器、自动化设备及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并提

供相应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技术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孙公司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宏发电声 79.9999%股权，宏发电声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万元） 163,310.33 182,043.08 

负债总额（万元） 58,055.67 53,023.26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万元） 51,501.85 45,705.40 

净资产（万元） 105,254.67 129,019.82 

期间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万元） 169,274.98 182,525.48 

净利润（万元） 24,180.37 23,765.15 

注： 2021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2、舟山金越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通港一路 99号 G幢 

法定代表人: 唐启洪；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

件批发；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专业设



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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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孙公司；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宏发电声 79.9999%股权，宏发电声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万元） 11,097.56 14,096.69 

负债总额（万元） 6,289.61 6,872.61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万元） 6,209.59 6,804.28 

净资产（万元） 4,807.95 7,224.08 

期间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万元） 12,983.74 10,890.45 

净利润（万元） 412.53 246.15 

注： 2021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3、四川锐腾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南华镇园区路 89 号 

法定代表人：唐启洪 

经营范围：电子元件、金属零件、塑料零件生产、销售、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金属表面处理及

热处理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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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孙公司。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宏发电声79.9999%股权，宏发电声通过全资子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张

亚娟持有该公司20%股权，厦门锐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20%股权，关联方舟山冠亨持有该公

司9%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万元） 39,513.34 38,294.73 

负债总额（万元） 16,081.48 15,115.5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万元） 14,526.33 13,707.32 

净资产（万元） 23,431.86 23,179.23 

期间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万元） 38,426.66 27,289.64 

净利润（万元） 4,062.80 2,997.61 

注： 2021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4、浙江宏发电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通港一路 99 号 F

幢 

法定代表人：郭伟国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金属制品销售；塑

料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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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孙公司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宏发电声79.9999%股权，宏发电声持有该公司75%股权，关联方舟山冠亨持

有该公司25%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万元） 0.05 2,237.91 

负债总额（万元） 0.06 219.14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万元） 0.06 219.14 

净资产（万元） -0.01 2,018.77 

期间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万元） 0.00 125.75 

净利润（万元） -0.01 18.78 

注： 2021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5、舟山金度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通港一路 99 号 E

幢厂房 

法定代表人：唐启洪 

经营范围：金属及非金属表面处理；金属电镀；电子电镀；表面处理技术研发；精密电子材料加

工；金属加工；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机械加工与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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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孙公司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宏发电声79.9999%股权，宏发电声持有该公司35%股权，贺正林持有该公司

30%股权，韩志春持有该公司15%股权，关联方舟山冠亨持有该公司2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万元） 6,613.21 6,136.50 

负债总额（万元） 1,383.36 2,359.77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万元） 1,185.36 2,176.76 

净资产（万元） 5,229.85 3,776.73 

期间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万元） 27.81 447.1 

净利润（万元） -670.61 -1,453.12 

注： 2021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人基本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郭满金先生、董事郭琳女士分别持有舟山冠亨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冠亨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冠亨”）60.00%和 40.00%股份，舟山冠亨为本公司关联方，基本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舟山冠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冠亨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 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31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5-18043 室(自贸试验区内)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投资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项目投资策划、企业管理、会

议会展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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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冠亨的股权结构如下： 



舟山冠亨

厦门冠亨 陈珊珊

郭琳 郭满金

75.00% 15.00%10.00%

60.00%40.00%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此次事项是上述担保的总体安排，《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与银行或其他方共同协商确定。 

2、为保护公司利益，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均办理股权质押手续，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

司的保障。 

 

五、风险控制措施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其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证，有助于降低融资成

本，进一步提升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子公司经营正常，资信良好。公司对

被担保控股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保风险也将受公司控制。

同时，为保证公司权益，进一步降低风险，四川锐腾电子有限公司、浙江宏发电声有限公司和舟山金

度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张亚娟、厦门锐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舟山冠亨、贺正林和韩志春以其持

有的上述3家公司股权向宏发电声提供足额质押反担保。上述3家公司目前实际借款及本次担保情况如

下： 

项目 

净资产

（2022年9

月30日） 

本次担保金

额（万元） 

实际借款金

额（万元） 
合计（万元） 

其他股东股

权比例 

其他股东持

股比例对应

净资产金额

（万元） 

其他股东持

股比例对应

借款及担保

金额（万元） 

四川锐腾电

子有限公司 
23,179.23 12,000 8,500 20,500 49% 11,357.82 10,045 

舟山金度科

技有限公司 
3,776.73 2,000 1,480 3,480 65% 2,454.87 2,262 

浙江宏发电

声有限公司 
2,018.77 1,000 - 1,000 25% 504.69 250 

根据上表，四川锐腾电子有限公司、浙江宏发电声有限公司和舟山金度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持

股比例对应的净资产金额均大于实际借款及本次担保的合计金额，可以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综上，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解决公司控股子公司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满足其

经营需要，有利于降低公司整体财务费用，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产状况无不

良影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被担保子公司

经营业务正常，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均以办理股权质押手续，提供反担保，

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的融资能力，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需要。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郭满金先生、郭琳女

士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董事会会议之前，公司已就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担保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其融资用于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三）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其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证，有助于降低融资

成本，进一步提升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子公司经营正常，资信良好，被担

保对象的其他股东均以办理股权质押手续，提供反担保，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因此，本次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2、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担保事

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

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担保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有关规

定，对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我们认为：以上被担保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本次担保综合考量了其盈

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因素后，经慎重研究作出的决定，公司向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事项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次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七、审批程序  

2022年10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因被担保公司的其他股东包括公司关联人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本次担

保事项构成关联担保，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郭满金先生、郭琳女士回避表决，该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有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公司对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232,400

万元（不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26.60%，全部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其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

证，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提升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子公司经营正

常，资信良好。公司对被担保控股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保

风险也将受公司控制。因此，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该

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担保事项的审议表

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保荐机

构对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