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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0年度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向银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338,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互相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在上述授信最高额度内互相提供担保，担保授

信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38,000.00万元。 

 质押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分别以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为各自在银行办理有关

业务形成的债务提供合计最高额不超过 95,000.00万元的质押担保。 

 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一、2020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基本情况 

鉴于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景旺电子科技（龙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龙川景旺”）、江西景旺精密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景旺”）、珠

海景旺柔性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旺柔性”）2020年拟向银行申请最高额

不超过人民币 338,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前述授信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长期

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在前述授信

最高额度内，公司及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前述授信业务全部结束为



止、担保范围包括实际发生的授信额度本金及相关利息。具体以公司办理的实际

业务及与银行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一）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3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并互相担保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

表人授权的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及有效期内，与银行签署业务相关的协议文件，

办理具体的业务手续。独立董事在会议上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授信额度与担保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拟办理授信业务的银行、拟申请的最高授信额度及对应的担保

额情况如下： 

授信银行 
拟申请授信额度 

（万元） 

提供担保额度 

（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 140,000.00 14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60,000.00 6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40,000.00 40,00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圳分行 30,000.00 3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5,000.00 25,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0.00 20,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龙川支行 23,000.00 23,000.00 

合计： 338,000.00 338,0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

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 

资本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数据 

江西 

景旺 
卓勇 

人民币

80,000

万元 

新型电子元器件（片式元器件、频率元

器件、混合集成电路、电力电子器件、

光电子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新

型机电元件、高密度印刷电路板和柔性

电路板）制造及销售，半导体、光电子

器件、新型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用材料

制造及销售,碱式氯化铜、氢氧化铜、氢

氧化锡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

294,721.74 万元，

负 债 总 额

80,872.32万元，

资 产 净 额

213,849.42 万元，

营 业 收 入

161,955.53 万元，



经营活动。） 净利润 24,200.51 

万元。 

龙川 

景旺 
刘羽 

美元

3,700万

元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新型电子元器件（片

式元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频率

控制与选择元件、混合集成电路、电力

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新型机电元件、

高密度互连积层板、多层挠性板、刚挠

印刷电路板及封装载板）。产品出口外销

及中国境内销售。 

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

358,242.01 万元，

负 债 总 额

138,083.99 万元，

资 产 净 额

220,158.02 万元，

营 业 收 入

289,811.71 万元，

净利润 40,548.83 

万元。 

景旺 

柔性 
高烈初 

人民币

65,000

万元 

柔性线路板、电子元器件及其零配件的

生产、销售。 

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

78,864.46万元，

负 债 总 额

37,286.79万元，

资 产 净 额

41,577.67万元，

营 业 收 入

37,676.22万元，

净 利 润

-12,247.54 万元。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公司将在上

述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资金需求与银行签订相关协议。 

二、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资金流转效率，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度拟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申请银行承兑汇票。公司及子公司以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分别为上述业务所实际

形成的债务本金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一）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3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提供

银行承兑汇票质押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在会议上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质押担保金额 

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情况如下，具体情况以公

司及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协议为准：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质押担保额度 

（万元） 
质押财产 担保范围 

公司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20,000.00 

以公司收到的银

行承兑汇票作为

质押财产 

决议有效期内实际

办理的银行承兑汇

票业务所形成的债

权本金 

龙川景旺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30,000.00 

以龙川景旺收到

的银行承兑汇票

作为质押财产 

决议有效期内实际

办理的银行承兑汇

票业务所形成的债

权本金 

江西景旺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30,000.00 

以江西景旺收到

的银行承兑汇票

作为质押财产 

决议有效期内实际

办理的银行承兑汇

票业务所形成的债

权本金 

景旺柔性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15,000.00 

以景旺柔性收到

的银行承兑汇票

作为质押财产 

决议有效期内实际

办理的银行承兑汇

票业务所形成的债

权本金 

三、董事会意见 

（一）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互相担保的意见 

本次预计的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额度符合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推动公司整体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

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以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质押担保的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提供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质

押担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整体发展规划，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风险。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一）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互相担



保的独立意见 

1、本次对外担保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子公司，公司对被担保人日常经营

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被担保人生产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偿债能

力，担保风险较小； 

2、本次担保计划是为了配合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做好融资工作，不会对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3、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互相担保事项并将

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以银行承兑汇票质押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并以自

有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质押财产为上述业务提供最高额质押。经查阅公司相关资料，

公司及子公司本项业务系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展开，提高了公司资金流转率，质押

最高额系公司依据 2019 年实际产生的相关业务为依据进行的合理预测。我们同

意公司及子公司本次质押担保事项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相

关会议资料、被担保人的财务资料以及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融资系为满足其生产经营的正常资金需要，已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景旺电子《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财务情况正常，不存在影

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3、保荐机构对景旺电子 2020年拟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