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61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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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同方计算机（苏州）有限公司、同方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述被

担保人均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含其下属

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自上个披露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担保金额为 10,400.00 万元，已累计实

际为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余额合计为 454,145.9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同方计算机（苏州）有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公司，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履行的相关程序 

 

为支持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2022 年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满足相关下属

公司融资担保需求，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根据公司实际需求，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担保议案之日止，在经审批授权的为下属子公司（含其

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内，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包括为控股子公

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存续和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担保项下的融资机构选择及融

资期限设定等），并签署所需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同方股份有限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3）及 2022 年 5 月 20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0）。 

 

2、担保发生概况 



 

为支持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自上个披露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日，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公司发生如下融资担保（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 

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本次实际

担保金额 

截止目前担

保余额 

是 否

属 于

关 联

担保 

是 否

有 反

担保 

是否

收取

担保

费 

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1）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同方股份

有限公司 

同方计算机（苏

州）有限公司 
100 106.74 2023/11/23 连带责任 10,000.00 36,617.05 否 否 否 

（2）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同方人工

环境有限

公司 

同方能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80 22.36 2023/11/18 连带责任 400.00 400.00 否 否 否 

合计         10,400.00 37,017.0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同方计算机（苏州）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同方计算机（苏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春节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5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 12月 9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MCHX19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

港澳法人独资) 

企业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 200号综合保税区西区 4D厂房 

主营业务 计算机产品研发和生产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子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1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577,488,698.37 800,420,472.72 

负债总额/元 552,318,576.16 857,053,538.92 

净资产/元 25,170,122.21 -56,633,066.20 

资产负债率 95.64% 107.07% 

科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三季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066,139,044.52 1,383,075,424.18 

净利润/元 1,033,163.11 -81,803,188.41 

 

2、同方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同方能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秦绪忠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8 年 3月 23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1B0BH7P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A座 22层 2206室 

主营业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销售自

行开发的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

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经济贸易咨询；地

热能发电及热利用；热力供应。（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母子公司关系 

财务状况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2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177,496,552.14            157,728,569.17 

负债总额/元       45,339,404.37           32,684,054.65 

净资产/元      132,157,147.77         125,044,514.52 

资产负债率         25.54%          20.72% 

科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年三季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6,835,143.23            2,878,581.04 

净利润/元       11,948,507.02            -5,336,251.14 

 

其他说明：上述被担保公司均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且上述被担保人的财务数据均为单体报

表口径，非合并口径数据。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 2022 年度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

率、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

益；担保金额符合公司及下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全资子公

司、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

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在批复额度内，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根据公司实际需求，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担保议案之日止，在经审批授权的

为下属子公司（含其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内，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办理具体担保事

宜（包括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存续和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担保项下

的融资机构选择及融资期限设定等），并签署所需文件。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1.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系公司

日常经营行为；2.本次交易均为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担保事宜遵循了公正、公平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没有发现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认为：本次对外担保符合公司的发展战

略和规划，程序合规，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了公正、公平的原则，没有

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49.54亿元，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1.15%，无逾期担保。公司不存

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