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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0-045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支持全资子公司镇江出口加工区港诚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港
诚国贸”）、上海旻艾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旻艾”）及控股孙公司苏州科
阳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苏州科阳”）经营和发展，公司拟为港诚国贸、上海
旻艾综合授信及苏州科阳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12,63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拟为港诚国贸提供抵押担保金额不超过 2,500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港诚国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农行镇江新区支行申请不超
过 2,500 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用名下苏（2016）镇江市不动产权第 0018798
号不动产为港诚国贸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抵押保证，最长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2、拟为上海旻艾提供担保金额 150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旻艾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农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分行申请金额 1,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公司拟对其中 15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单
笔保证担保，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最长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
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3、拟为苏州科阳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9,980 万元
公司控股孙公司苏州科阳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招商银行苏州分行申请金额
5,000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公司拟为苏州科阳上述固定资产贷款提供单笔保证
担保，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最长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2017 年 1 月苏州科阳在苏州建行相城支行申请了 9,000 万元固定资产贷款，
期限 5 年，由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硕贝德”)担保。2019
年 5 月公司成立子公司江苏科力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科力半导体）收购了苏州
科阳 65.5831%股权，苏州科阳成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硕贝德担保义务已履行完毕。截止目前苏州科阳上述固定资产贷款余额为 4,980
万元，公司拟对该笔固定资产贷款余额追加 4,98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订，公司将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经营计划、资金安排和
授信时间，签署上述担保合同。上述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孙公司，
因而上述担保事宜未采取反担保措施。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上述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镇江出口加工区港诚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3 月 20 日
注册地点：镇江新区大港通港路 7 号 103 室
法定代表人：沈伟
注册资本：3,55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国内水路代理；食品销售（限《食品经营许可证》载
明的市场主体和经营项目）；煤炭的销售；国际货运代理；集装箱堆场、中转、
装卸、仓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机电仪
表、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机电设备、生活日杂用品、黑色有色金属的批发、零
售；贸易经纪与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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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港诚国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港诚国贸 100%
的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26,438.0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831.01 万元，净资产为 607.01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0 元；2019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为 18,789.47 万元，利润总额为-3,261.15 万元，净利润为-2,672.89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的资产总额为 20,895.9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685.03
万元，净资产为 210.89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0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
业收入为 5,650.17 万元，利润总额为-387.72 万元，净利润-396.11 万元。
（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上海旻艾半导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12 日
注册地点：上海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飞渡路 66 号 6 幢
法定代表人：吴晓坚
注册资本：4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模具、仪器仪表、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电设备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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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旻艾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上海旻艾 100%
的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60,854.08 万元，负债总额为
3,854.84 万元，净资产为 56,999.24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0 元；2019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为 4,341.02 万元，利润总额为-4,802.50 万元，净利润为-4,450.97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的资产总额为 62,217.44 万元，负债总额 4,072.06 万元，
净资产为 58,145.38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0 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
入为 5,047.22 万元，利润总额为 1,319.36 万元，净利润为 1,146.14 万元。
（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3、苏州科阳半导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6 日

注册地点：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湖街道方桥路 568 号
法定代表人：吴晓坚
注册资本：19,81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及封装测试服务，生产、
销售发光二极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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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及与本公司的关系：
注册资本

序

股东姓名

号

出资额

股权比例

（万元）

1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95.04

16.6273%

2

苏州市相城区双创双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857.00

14.4169%

3

周芝福

467.38

2.3585%

4

惠州东宏升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3.59

0.8255%

5

惠州智通津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39

0.1887%

6

江苏科力半导体有限公司

12,996.60

65.5831%

19,817.00

100%

合

计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科力半导体有限公司持有苏州科阳 65.5831%股权，公
司持有江苏科力半导体有限公司 95%股权，因此，苏州科阳为公司控股孙公司。
本次担保事项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区双创双新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周芝福、惠州东宏升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智通
津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没有提供担保。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34,270.5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139.73 万元，净资产为 17,480.39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0 元；2019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29,442.39 万元，利润总额为 650.40 万元，净利润为 650.40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的资产总额为 36,465.3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594.77
万元，净资产为 19,870.60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0 元；2020 年 1-6 月实现

营业收入为 10,238.39 万元，利润总额为 1,739.81 万元，净利润为 1,739.8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上述被担保人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为港诚国贸向农行镇江新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2,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
抵押担保
抵押资产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权证号

类别

苏（2016）镇江 固定资产/
市不动产权第 无形资产
0018798 号

权属
公司

所在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大港兴港东路
33 号机电工业 2,199.79
园B区

1,100.19

3,204.08

担保方式：抵押保证。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
后满两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2,500 万元人民币。
2、为上海旻艾提供担保金额 150 万元
上海旻艾拟向农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申请金额 1,000 万元的综合
授信，公司拟对其中 15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
后满两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150 万元人民币。
3、为苏州科阳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9,980 万元
（1）为苏州科阳向招商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5,000 万元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
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
后满两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5,000 万元人民币。

（2）为苏州科阳在苏州建行相城支行固定资产贷款余额追加 4,980 万元担
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
后满两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4,980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孙公司提供资产抵押和信用担保是为
了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孙公司
的资金及财务状况实时监控，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
效控制，因而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对苏州科阳拥有绝对控制力，其他股东持股比
例较小，鉴于其他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因此，其他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
供担保。本次担保事项不违背公平对等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同意以公司不动产为港诚国贸不超过 2,5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同意为上海旻艾 150 万元综合授信和苏州科阳 9,980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63,556.11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净资产值约为 22.63%，其中，因转让大港置业和东尼置业股权及部分债权
形成的对外担保 14,967.53 万元；因转让艾科半导体股权延续形成的对外担保
26,488.22 万元；其他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上述担保
无逾期及涉及诉讼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