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1-171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昆山国显光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显光电”）因生产经营的需要，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署了《授信额度协议》，
向中国银行申请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1.657 亿元的综合授信，用于短期贷款、法人
账户透支、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公司为
上述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7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107）。
2、根据上述《授信额度协议》约定的业务范围，国显光电拟与中国银行签
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5,000 万元人民币。为保证本次业务的顺
利开展，国显光电委托昆山市创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创融”）作
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对上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务追加担保。为保障昆
山创融的权益，公司拟就上述担保事项为昆山创融提供反担保，并与昆山创融签
署《反担保合同》。
本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次反担保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昆山市创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5200627XY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昆山市玉山镇登云路 258 号汇金财富广场 1 号楼 1902-1905
室
5．法定代表人：王国忠
6．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3 年 07 月 21 日
8．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
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其他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
工程展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展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
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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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三季度

总资产

117,594.50

119,832.74

总负债

12,929.84

13,200.65

净资产

104,664.66

106,632.09

营业收入

1,300.90

1,576.71

利润总额

2,455.25

2,623.23

净利润

1,565.38

1,967.42

注：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 昆山创融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昆山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8.00%

2

昆山市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0%

合计

100%

昆山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昆山市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昆山
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昆山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持股 100%的公司。

11．昆山创融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056677344A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昆山开发区龙腾路 1 号 4 幢
5．法定代表人：陈耀南
6．注册资本：670,715.246304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2 年 11 月 19 日
8．经营范围：新型平板显示产品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禁止
经营的除外；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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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1,175,688.38

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三季度
1,236,620.40

总负债

623,627.07

714,267.98

净资产

552,061.31

522,352.42

营业收入

372,087.34

233,599.63

利润总额

48,213.31

-38,179.40

净利润

42,604.33

-30,432.42

注：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国显光电为公司通过 全资子公司江 苏维信诺显示 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
92.88%的控股孙公司，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国显光电 7.12%的股权，国显
光电未进行信用评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四、《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借款人：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本合同属于国显光电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签署的《授信额度协
议》项下的单项协议。
第一条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第二条 借款期限为：12 个月。
第三条 借款用途为：日常经营。
第四条 担保
本合同项下债务的担保方式为：由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
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由昆山市创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并签订相应的《保证合同》。
第五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借贷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之日起生效。
五、《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昆山市创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第一条 主合同
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第二条 主债权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
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第三条 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四条 保证期间
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第五条 合同生效

本保证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
效。
六、《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昆山市创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反担保人：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为保障甲方权益，甲乙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基础上
经协商一致，就乙方作为反担保人为前述借款担保向甲方提供反担保事宜，达成
如下条款：
第一条 保证责任范围与方式
1.1 本反担保合同担保的范围为：担保人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代为清偿的全部
债务,该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务本金和利息（包括复利）、违约金（或罚息）、
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
1.2 本反担保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二条 保证期间
本反担保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担保人代为清偿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之日起满三年止。
第三条 保证的连续性
本合同项下的反担保义务具有连续性，本合同项下义务与责任不因任何一方
的上级单位的任何指令或者其地位、财力状况改变或者任何一方与其它单位签订
任何协议、合同、文件的无效等情形而免除；不因任何一方发生合并、分立或者
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承办人等情形而免除。
第四条 违约责任及处理
4.1 若反担保人违反本反担保合同的约定作出虚假陈述和声明，导致本合同
无效或其他后果，给担保人造成损失的，反担保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4.2 若反担保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反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超过约
定还款时间的，每延长一日还款，反担保人须向担保人支付相当于逾期还款额的
0.05 %的违约金。
4.3 若因反担保人过错造成本反担保合同无效的，反担保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反担保人应向担保人赔偿《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全部的借款本金、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反担保人过错造成本反担保保
证合同无效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4.3.1 反担保人无担保人主体资格或法律规定不允许反担保人对外提供担保
的情形；
4.3.2 其他因反担保人过错造成本反担保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
4.4 违约金的支付及损失的赔偿不影响乙方在本合同项下其他义务的继续
履行。
第五条 其他条款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签字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司公
章（或者合同专用章）后生效。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至甲乙双方在本合同项下
的全部义务与责任履行完毕后终止。本合同生效后，任何有关本合同的补充、修
改、变更等均须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订立书面合同。
七、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国显光电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持股 92.88%的控股孙公
司，资产优良，具备充足的偿还债务能力。虽然国显光电未提供反担保且其他股
东也未提供同比例反担保，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
的控制范围之内，公司为其申请银行借款提供反担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国显光电日常业务和项目
建设的正常开展。此次反担保行为不会影响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担
保风险可控。因此，董事会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关于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
借款追加担保并提供反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公
司为国显光电综合授信业务提供反担保，能够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
资金需要，未侵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并
同意将《关于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借款追加担保并提供反担保的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国显光电申请银行借款提供反担保，能够满足其日常生
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审批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虽国显光电未提供反担保且其他股东也未
提供同比例反担保，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
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金额为 1,651,138.35 万元，占
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8.69%，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983,229.86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64.72%，对子公司担保为 667,908.48 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
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十一、备查文件
1．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5．《保证合同》；
6．《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