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2021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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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授信及担保的基本情况
1、2021 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及担
保的情况
为了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拓展对资金的需求，保证
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根据公司 2021 年经营计划，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
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本数)，有
效期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在前述授信总额度内，公司、控股子（孙）公司可以视盈利和偿债能力情况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申请，且最终以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
为准，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国内(际)信用证、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申办票据贴现、保理、国内保理及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项目贷款等授信业务。
授信有效期内，实际授信额度可在授权范围内循环使用。公司及其控股子（孙）
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办理具体业务，最终发生额应在各自授信额度内，以银
行等金融机构与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为解决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需要担保事宜，公司拟
使用自有（不含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房产、机器设备、存货等资产提供抵押
或质押担保。公司将结合经营发展的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分批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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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具体融资额度、担保措施等相关内容以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所签合同约
定为准。
2、为控股子（孙）公司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情况
公司拟为其控股子（孙）公司申请 2021 年度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含本数）的连带责任担保，有效期自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前述额度内，
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按照控股子（孙）公司与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合同约定
为准，担保可分多次申请。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
具体额度分配如下表：
接受担保企业

融资担保额度（万元）

广州智光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5,000.00

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30,000.00

广州智光节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36,000.00

广州岭南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00

广东智光用电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53,000.00

广州智光自动化有限公司

500.00

杭州智光一创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合计

250,000.00
注：在额度范围内，担保对象包括但不限上述公司，包含当年度新设、收购的控股子公

司。

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实际融资及担保事项，将提请股东大会自通过上述事项
之日起授权董事会具体组织实施，并经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安排签订、办理融资事
宜，超过上述额度的融资及担保须按照相关规定另行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广州智光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116734905298H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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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姜新宇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51 号自编 1 栋、自编 2 栋、自编 3 栋、自编 4 栋、
自编 5 栋
经营范围：智能电气设备制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通用机械设备销售;电气信号
设备装置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技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软件开发;不间断供电电源制造;
不间断供电电源销售;充电桩制造;充电桩销售;充电桩设施安装、管理;机械技术
开发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16,506.14 万元，负债总
额为 76,742.57 万元，净资产为 39,763.5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5.87% 。
2、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101MA5APY2230
注册资本：14020 万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姜新宇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51 号自编 1 栋 501 房
经营范围：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智能电气设备制造;计算机应用电子设
备制造;太阳能技术研究、开发、技术服务;锂离子电池制造;镍氢电池制造;锌镍
蓄电池制造;其他电池制造（光伏电池除外）;电气机械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
电池销售;工程总承包服务;能源管理服务;能源技术咨询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
务;可再生能源领域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池充电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技术服务;融资租赁服务;项目投资
（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
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站运营;电力供应;
售电业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40,373.47 万元，负债总
额为 10,521.52 万元，净资产为 29,851.9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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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智光节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1015544412461
注册资本：34375 万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陈谨
住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121 号 511 房
经营范围：节能技术开发服务;工程总承包服务;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
开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
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节能技
术咨询、交流服务;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工程施工总承包;
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批发;计算机零售;
软件批发;软件零售;电子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零售;通讯设备及配套设备批发;电
气设备批发;电气设备零售;通用机械设备销售;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机械设备租
赁;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48,511.06 万元，负债总
额为 97,212.35 万元，净资产为 51,298.7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5.46% 。
4、广州岭南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101618705985B
注册资本：20443.2162 万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汪穗峰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绿路 163 号自编一栋（12 号研发大楼）、自编二栋
（6 号厂房及立式交联电缆车间）、自编四栋（4 号厂房）、自编五栋（2 号厂房）、
自编六栋（1 号厂房）自编七栋（5 号厂房）
经营范围：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器辅件制造；
塑料制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线、电缆经营；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线、电缆制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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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34,137.32 万元，负债总
额为 71,015.18 万元，净资产为 63,122.1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2.94%。
5、广东智光用电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10132099442X5
注册资本：76000 万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汪穗峰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51 号自编 1 栋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投资管理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电力工程设计服务;
电气机械检测服务;电气设备修理;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电气机械
设备销售;电器辅件、配电或控制设备的零件制造;节能技术开发服务;节能技术
咨询、交流服务;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电力输送设施安装工程服务;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机电设备安
装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85,254.99 万元，负债总
额为 47,029.80 万元，净资产为 38,225.1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5.16%。
6、广州智光自动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1015833609712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曹承锋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51 号自编 2 栋 402 房
经营范围：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工业
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
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货物进出
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消防设备、器材的制造;消防设备、器材
的批发;消防设备、器材的零售;消防检测技术研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软件开发;软件服务;软件技术推广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443.70 万元，负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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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07.41 万元，净资产为 736.2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9.00% 。
7、杭州智光一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3010878826107XA
注册资本：2139.88 万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马廷全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23 号百脑汇科技大厦 801 房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网络产品，计算机软、
硬件，电子产品，自动化工程技术；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办公
自动化设备；承接：电力自动化工程[除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楼宇智能化
工程、建筑工程;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3,656.04 万元，负债总额
为 540.90 万元，净资产为 3,115.1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4.79% 。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署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将在被担保方根
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融资时签署。

四、业务授权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授信额度和担保额
度范围内决定相关事宜，办理上述授信项下的具体业务及担保手续，包括且不限
于签署相关业务的具体合同、协议等相关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74,156.01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42%，皆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和控股子公
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73,731.0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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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控股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25 万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未发生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控
股子（孙）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或公司以自有资产向银行提供抵
押、质押提供增信是为了满足各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要，进一步
拓宽融资渠道，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
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根据公司 2021 年的发展战略及经营计划，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
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和公司为其控股子（孙）公司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为解决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需要担
保事宜，公司拟使用自有（不含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房产、机器设备、存货
等资产提供抵押或质押担保，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对银
行信贷等业务的需要，提高审批效率。本次拟申请的综合授信总额度及拟提供担
保总额度并不等于公司控股子（孙）公司实际贷款金额及担保金额。
我们认为，本次申请综合授信及被担保的主体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
司，公司能够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事项有利于筹措资金开展经营业务，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
一致同意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抵押或
质押担保事项。

八、监事会意见
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处于正常运营状态，银行信用记录良好，视盈
利和偿债能力情况，取得一定的综合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公司现有业务的持续
顺利开展，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公司为控股子（孙）公司向银行等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或公司以自有资产向银行提供抵押、质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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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信，有利于降低公司、控股子（孙）公司融资成本，并进而促进其业务开展。
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授信
及担保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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