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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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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06月05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子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如下：

一、担保事项概述
公司子公司华灿光电（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子公司”）、华
灿光电（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子公司”）、美新半导体（无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新半导体”）为盘活现有资产，优化财务结构，拟与芯鑫
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芯鑫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融
资金额分别为不超过 10,000、25,000、5,000 万元，合计融资租赁金额为不超
过 40,000 万元人民币，租期为 3 年。
公司及苏州子公司、浙江子公司、美新半导体拟与芯鑫租赁签署《保证合
同》等有关文件，公司以对苏州子公司、浙江子公司、美新半导体在以上融资租
赁合同或相关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金额合计为不超过
40,000 万元人民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以及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不限于办理上述担保事项合同文件的签署
等相关事项。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融资租赁及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064,994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杜洋
成立日期：2015 年 08 月 27 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 32 楼 3205F 室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
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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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融资租赁主要内容
1、公司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总金额合计不超过 40,000 万元。
2、公司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标的物为公司子公司已合法持有的固定
资产；
3、公司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期限为 3 年。
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租赁事项尚未签订协议，有关租赁物、租赁方式、实
际融资金额、实际租赁期限、租金及支付方式、租赁设备所属权等融资租赁的具
体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的担保方式为：包括但不限于连带
责任保证、抵押、质押。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额依据公司及子公司与有关融资租
赁机构最终协商后签署的贷款合同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经审批
的担保额度。

五、被担保方（承租方）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一
1、被担保人名称：华灿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2 年 09 月 19 日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00 万元
4、住所：张家港经济开发区晨丰公路
5、法定代表人：俞信华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电子材料与器件、半导体照明设备的设
计、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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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经营情况：于 2012 年 09 月 19 日完成工商登记手续，目前运营情况良
好。
9、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单元：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项目/报告期
（已经审计）

2019 年 0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a

资产总额

436,565.06

470,523.41

b

负债总额

291,616.45

327,849.97

b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3,046.08

133,628.99

b2

流动负债总额

233,442.68

279,965.11

c

净资产

144,948.61

142,673.44

d

营业收入

164,258.25

35,296.76

e

利润总额

7,003.07

-2,927.30

f

净利润

6,761.79

-2,488.21

（二）被担保人二
1、被担保人名称：华灿光电（浙江）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4年12月29日
3、注册资本：95,000万元
4、住所：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苏福路233号

5、法定代表人：周福云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电子材料、电子器件、半导体照
明设备、LED芯片的设计、制造、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蓝宝石
加工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8、经营情况：于2014年12月29日完成工商登记手续，现已正式运营。
9、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单元：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2019 年 0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序号

项目/报告期

a

资产总额

473,208.35

478,246.92

b

负债总额

364,898.04

357,264.81

b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7,044.16

188,691.22

b2

流动负债总额

195,380.34

189,116.66

c

净资产

108,310.32

120,982.10

d

营业收入

172,940.71

43,415.43

e

利润总额

11,996.83

-9,787.82

f

净利润

10,611.87

-9,782.40

（三）被担保人三
1、被担保人名称：美新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 1999 年 11 月 29 日
3、注册资本： 美元 1,750 万元
4、住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新辉环路 2 号
5、法定代表人：俞信华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加工制造集成电路、传感器、传感器模块、惯性导
航模块； 并提供技术服务；出租自有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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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经营情况：于 1999 年 11 月 29 日完成工商登记手续，目前运营情况
良好。
9、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单元：万元）
序号

项目/报告期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a

资产总额

35,951.16

2019 年 0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41,664.60

b

负债总额

10,525.35

16,257.78

b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b2

流动负债总额

2,208.40

8,110.03

c

净资产

25,425.80

25,406.81

d

营业收入

18,939.32

3,994.09

e

利润总额

3,010.81

-8.80

f

净利润

2,761.06

-18.99

220.00

上述子公司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子公司未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融资业务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提
高融资效率，保证公司长期发展。本次公司及子公司为融资租赁事项提供担保事
项，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被担保方未向担保方提供反担保。目前公司及
子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公司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管理，财务风险
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且有助于满足公司中长期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系出于经营发
展补充子公司中长期流动资金的需要。在本次融资租赁额度内公司对子公司提供
担保，可增强子公司的融资信用，增强其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也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公司对外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风险
处于可控范围，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
对外担保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事项。

八、本次融资租赁及担保事项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通过开展融资租赁交易盘活现有资产，补充公司中长期经营资
金；公司为子公司的融资租赁事项提供担保，有助于增强子公司的融资信用，为
子公司的融资提供便利；本次融资租赁及担保事项能够更加有效地满足公司及下
属公司经营发展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70,289.4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2.66%，其中公司对
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项目贷款担保人民币185,753.84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
保人民币157,636.44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项目贷款担保人民
币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人民币26,899.20元。公司不存在除对子公司以外的
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1、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