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30          证券简称：新国都         公告编号：2022-054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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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国都”）于 2022 年 3

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2年 4月 19日召开 2021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5亿元（或等值外

币）的担保额度，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或等值外币）

的担保额度。其中，深圳市新国都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国都支付”）

年度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90,000 万元，浙江中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正智能”）年度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8,000 万元。公司提供担保的期限为自该

议案经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止，并授权公司

及各子公司总经理办理在此额度内的授信及担保事项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 

二、 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国都支付因日常经营业务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向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5,000

万元。公司就前两项授信业务分别与前述对应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本次共

计为新国都支付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融资授信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正智能因日常经营业务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3,000万元，公司与招商银行签订最

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公司就持有中正智能 85%股权比例为中正智能提供最高额



 

不超过 2,550万元的融资授信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范围及有效期

内，且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在经审议的年度担保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为本次相关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进展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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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00 102,402.5[注] 119,952.5[注] 78,047.5 

注： 因公司向汇丰银行出具保证书对新国都支付担保不超过 1亿元，对中正智能担

保不超过 2,550 万元，合计最高债务金额为人民币 1亿元，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8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1）。担保余额的合计数按照提供的合计最高金额 1亿元计算。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新国都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62629XJ； 



 

（2）成立日期：2015年3月10日； 

（3）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泰然四路劲松大厦17B； 

（4）法定代表人：汪洋； 

（5）注册资本：60,271.8186万元； 

（6）股权结构：新国都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经营进出口业务；POS终端、固定无线电

话机、电子支付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生产项目由

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办理）、销售、租赁及技术服务；移动支付设备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从事广告业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

务；企业策划；市场调查；数据处理；销售Ⅰ类医疗器械、电子产品、通讯设备、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工艺品（不含象牙及象牙制品）、机械设备、针纺织

品、文具用品、金属材料、化妆品、首饰、照相器材、日用品、玩具、服装、鞋

帽、集邮票品、黄金制品、收藏品（不含文物）；接受银行或其他机构从事信息

技术外包；接受银行或其他机构委托从事业务流程外包；接受银行或其他机构委

托从事知识流程外包。（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互联网信息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

业务。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工业防护用品、劳动防护用品研发、生产、销

售；通讯终端设备、医保支付终端设备、移动数据终端设备、无线数据终端设备

的研发、销售、生产； 

（8）新国都支付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资产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8,562,469.87 1,298,591,119.79 

负债总额 303,168,775.74 330,645,132.84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92,991,635.46 314,550,781.54 

或有事项总额 0 0 

净资产 885,393,694.13 967,945,986.95 

（9）被担保方新国都支付非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二）浙江中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720056686F； 

（2）成立日期：2000年3月9日； 

（3）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90号71幢5层东505-508、西501-508

房间； 

（4）法定代表人：范百杨； 

（5）注册资本：6,000万元； 

（6）股权结构：新国都直接持有其85%股权，杭州中正聚合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其15%股权； 

（7）经营范围：生产：电信设备、电子产品，指纹认证系统，网络安全认

证系统，信息设备安全认证系统，集成电路（IC）卡及读写机，防伪技术产品，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商用密码产品（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成果转让、应用：电子产品，指纹认证系统，网络安全认证系统，计

算机加密技术，信息设备安全认证系统；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

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销售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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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智能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资产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8,448,678.47 121,553,462.12 

负债总额 24,951,396.77 37,431,726.80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4,757,740.29 37,238,070.32 

或有事项总额 0 0 

净资产 83,497,281.70 84,121,735.32 

（9）被担保方中正智能非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四、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新国都为新国都支付提供担保 

1、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债务人：深圳市新国都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5、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额：10,000万元人民币； 

6、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即授信额度协议）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分期履行，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新国都为新国都支付提供担保 

1、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2、债务人：深圳市新国都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5、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三）新国都为中正智能提供担保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债务人：浙江中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担保人：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5、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额：2,550万元人民币； 

6、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

资或债权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起三年。任一项

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五、 董事会意见 

基于对被担保人的资产质量、行业前景、资信状况等多因素综合考量，以及

对偿债能力的全面评估，公司仔细审慎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

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需求和开展日常业务。公司持有中正智能85%

股权，持有中正智能15%股权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中正智能未提供

反担保，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子公司新国都支付

及中正智能资信良好，生产经营等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处

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 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45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总余额为

124,952.5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9.4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外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被担保人

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具备偿还债务能力，风险可

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担保金额以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该承担的担保金额情况。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光大银行出具的《综合授信协议》和《最高额保证合同》； 

3、工商银行出具的《授信额度协议》和《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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