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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1-018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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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加强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对外担保的日常管理及对外担保行为的计划性与合理性，同时
为了满足公司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确保其资金流畅通，
公司拟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34,000 万元的担保，
其中：
对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度 5,000 万元；
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度 29,000 万
元。
依据资产负债率划分后的各子公司之间的新增担保额度可以在
公司分别提供的总额度之内进行调整。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相
关文件。上述担保事项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有
效期十二个月。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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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被担保人
城市智能化系统工程、环保工程、建筑
智能化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
工程、通信工程、公共安全防范工程承
接、设计、施工、维修；计算机网络系
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开发、设计、制作、
武汉智城科

销售；节能环保设备的开发、销售；城
4,285

技有限公司

90.72%

4,014.40

151.99%

-302.51

-1,652.67

1,000

45%

4,791.64

76.98%

364.27

-666.76

4,000

市智能化、通信、节能环保相关的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城市
智能化与节能环保工程设施的维护保养
服务；卫星电视系统的设计；计算机软
硬件、电子产品、机电设备、自动化设
备、消防设备、仪器仪表的销售。
电子科技、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计算

成都延华西

机网络的软件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咨

部健康医疗

询；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销售：计算

信息产业研 5,000

机软硬件及其配件、网络设备、办公用

究院有限公

品及耗材、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

司

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电子产品、
五金交电。
小计

5,000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被担保人
上海东方延

节能管理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销

93.60%

15,764.90

33.59%

6,969.18

109.69

10,000

华节能技术

售；节能设备的研发、销售；节能技术

服务股份有

开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与技术服

限公司

3,000

务；工程管理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建筑节能及智能化工程，建筑防水、防
腐保温、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设备维
护保养服务；商务咨询（除经纪）。
销售电子产品、通信设备、金属材料、

上海多昂电

建材、机电产品、五金交电、仪器仪表、

子科技有限 2,000

计算机及其配件、普通劳防用品；电子、

公司

100%

3,500.78

44.53%

204.93

55%

3,737.74

17.26%

466.20

25.02%

89.15

-165.09

1,000

通信、计算机及机电专业的技术服务，
从事各类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
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
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
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建筑节能技
术研发、推广，节能软件及设备的研发、

遵义智城科

销售；智慧城市的软硬件平台开发及销
3,000

技有限公司

-222.02

1,000

售；建筑智能化工程，公共安全防范工
程设计、施工、维修；计算机网络系统
集成，计算机专业四技服务；卫星电视
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试；建筑智能化
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专业承包
消防设施工程；销售：电子产品、通信
设备、金属材料、建材、机电产品、五
金交电、仪器仪表、计算机及配件。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

贵州贵安智

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城科技有限 3,000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

公司

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

51%

3,237.93

-659.32

1,000

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智慧城市的
顶层设计，智慧城市的软硬件平台开发
及销售，包括云计算中心、城市级公共
信息平台、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
养老、智能交通、智慧旅游、智慧环保、
智慧水务、智慧社区、智慧城管、智慧
园区、智慧节能、智能建筑项目的咨询、
设计、工程、采购、安装调试、运维；
承包境外建筑智能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绿色建筑的咨询、设计和节能
软件的开发、制作、销售；节能设备的
研发、销售；节能技术开发，并提供相
关的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建筑节能工
程，设备与系统的运维保养服务；商务
咨询（除经纪）。工程管理、云平台服
务、云软件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
程施工、消防设施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
体化，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销售：电子
产品、通讯设备、机电产品、仪器仪表、
计算机及配件、办公设备租赁。
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智慧城市的软硬
件平台开发及销售，包括云计算中心、
城市级公共信息平台、智慧政务、智慧
医疗、智慧养老、智能交通、智慧旅游、
荆州市智

智慧环保、智慧水务、智慧社区、智慧

慧城市科

2,666

技股份有

.67

教育、智慧城管、智慧园区、智慧节能、
二级
智能建筑项目的咨询、设计、工程、采
控股

限公司

购、安装调试、运维；智能化管理系统
的开发与销售；电子产品、通信设备、
机电产品、仪器仪表、计算机、打印机
及配件、办公耗材销售；承包境外建筑
智能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绿色

11,233.35

45.98%

7,875.22

1,031.42

5,000

建筑的咨询、设计和节能软件的开发、
制作、销售；节能设备的研发、销售；
节能技术开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
与技术服务；建筑节能工程、设备与系
统的运维保养服务；医疗器械销售；计
算机软件开发、设计、制作、销售、运
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网络系
统集成。
湖北省延华
高投智慧城

资产管理；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债
5,000

市投资管理

60%

12,997.09

56.44%

7,875.22

-514.03

2,000

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

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服
成都成电医

务和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

星数字健康 10,00

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其配件、网

软件有限公

络设备和办公用品及耗材、第一类医疗

0

司

75.24%

33,535.48

50.34%

7,738.97

-2,047.48

6,000

90%

4,521.70

60.51%

793.90

-44.65

3,000

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
械、电子产品、五金交电。
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智慧城市的软硬
件平台开发及销售，包括云计算中心、
城市级公共信息平台、智慧政务、智慧
医疗、智慧养老、智能交通、智慧旅游、
智慧环保、智慧水务、智慧社区、智慧
教育、智慧城管、智慧园区、智慧节能、

咸丰智城网
1,837

智能建筑项目的咨询、设计、工程、采

.50

购、安装调试、运维；承包境外建筑智

络科技有限
公司
能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绿色建
筑的咨询、设计和节能软件的开发、制
作、销售；节能设备的研发、销售；节
能技术开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与
技术服务；建筑节能工程、设备与系统
的运维保养服务；医疗器械销售；计算

机、打印机及配件、办公耗材销售；全
域立体化视频监控服务。
小计

29,000

总计

34,0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担保协议的
主要内容将由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交易对方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
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公司将及时对实际发生的担保作相应的进展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
制权，且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贷款主要为日常
经营流动资金所需，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累
计提供 7,798 万元担保，未超过公司 2020 年预计对外担保的额度。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0,920.75
万元，占最近一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19.31%。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其他公司的担保，公
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六、独立董事关于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规范加强对外担保的日常管理，贯彻《对外担保制度》的
规定，增强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计划性与合理性，公司拟对资产负债

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度 29,000 万元，对资产负债
率高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度 5,000 万元，公司本次对外
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是为了满足各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确保其资金流畅通，该担保事
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为其提供上
述担保额度。
七、备查文件
1、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决议》
2、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