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032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公告编号：2020—027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为控股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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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为保证控股子公司 2020 年生产经营正常进行，拟同意控股子公
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综合信用额度，用于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商业汇票
承兑、开立信用证、开立保证函、开立提货担保函等融资业务，并提
供不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人民币，担保期
限为合同签署之日起一年。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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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以 9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提案，还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深圳中电桑飞智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桑飞”
）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吴海；注册地址：深圳；成立时
间：2014 年 2 月 27 日；注册资本：10000 万元；经营范围：提供与
智能照明相关的照明产品及其控制系统的批发和系统集成；提供合同
能源管理服务和节能项目投资；提供节能工程设计、节能技术咨询与
评估、节能技术推广与服务；提供智慧城市应用系统解决方案和相关
产品的研发、批发和系统集成；承接智慧城市应用系统咨询、设计、
运营等服务；光电原材料、光电产品、照明控制设备、照明产品及零
配件的销售、进出口相关配套业务（涉及国营贸易、配额、许可证及
专项管理规定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后经营）
。该公司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1-12

2018.1-12

资产总额

138,000,281.81

113,237,105.47

营业收入

73,755,514.47

53,048,994.16

负债总额

24,437,992.21

4,588,497.15

利润总额

6,221,291.49

6,046,137.06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4,437,992.21

4,588,497.15

113,562,289.6

108,648,608.32

净利润

4,913,681.28

3,849,169.27

其中：短期借款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所有者权益

2、深圳桑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设备”）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吴海；注册地址：深圳；成立时
间：2005 年 2 月 17 日；注册资本：5,300 万元；经营范围：电子信
息系统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变配电工程的规
划、设计、安装、调试、集成及技术咨询服务；智能交通设备及产品、
通信设备及产品、安防系统产品的技术开发、调试、销售；软件及网
络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电器机械及器材、电
子产品及通信设备的购销；物业管理；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智能交通设备及产品、通信设备及产品、安防系
统产品的生产制造。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532,955,678.79

351,291,334.30

营业收入

232,958,210.08

186,893,898.99

负债总额

316,117,198.17

195,389,291.03

利润总额

70,600,389.17

59,416,801.8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02,212,237.74

187,369,395.97

净利润

60,936,437.35

51,424,167.18

29,000,000.00

2,000,000.00

216,838,480.62

155,902,043.27

其中：短期借款

2019.1-12

2018.1-12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所有者权益

3、捷达国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达运输”
）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徐效臣；注册地址：北京；成立
时间：1993 年 2 月 23 日；注册资本：10000 万元；经营范围：贵重

货物运输；无船承运业务；报关；保险；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运；
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鲜）；大型物件运输；承办海运、空
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中转、集装
箱拼装拆箱、国际展品运输、结算运杂费、报验、相关的短途运输服
务及咨询服务；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家用电器、
电子产品、摩托车及配件、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针纺织品、百货、工艺美术品、金属材料、机
电设备、建筑材料、汽车、汽车配件；信息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1-12

2018.1-12

资产总额

320,635,259.06

287,436,736.20

营业收入

450,180,365.59

491,271,735.37

负债总额

86,751,874.37

62,404,156.88

利润总额

22,102,631.02

23,275,427.4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78,983,408.22

56,257,082.48

净利润

15,963,934.40

17,209,702.34

其中：短期借款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所有者权益

2,326,000.00
233,883,384.69

225,032,579.32

4、深圳市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无线”）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吴海；注册地址：深圳；成立时
间：1988 年 6 月 13 日；注册资本：6660 万元；经营范围：铁路、公
路、城市轨道交通通讯设备、监控系统项目的设计、开发、咨询(不
含限制项目);研发、销售电子设备、微电子器件、通信传输、交换系

统、移动通信系统设备(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机电产品;
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该公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1-12

2018.1-12

资产总额

468,310,890.92

411,075,353.50

营业收入

108,965,137.08

86,982,179.78

负债总额

44,688,834.18

15,054,550.39

利润总额

66,723,062.16

52,822,545.91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4,688,834.18

15,054,550.39

净利润

57,601,253.63

45,314,495.56

423,622,056.74

396,020,803.11

其中：短期借款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所有者权益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中电桑飞、桑达无线、桑达设备及捷达运输在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信用额度，用于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商业汇票承兑、开立信
用证、开立保证函、开立提货担保函等融资业务，并提供不可撤销连
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合同签署之日起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担保的对象桑达无线及捷达运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电桑飞和桑达设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对上述公司提供担保能够解决其在经营中对资金的需求问
题，有利于上述公司保持必要的周转资金，有助于上述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的正常开展。
桑达无线及捷达运输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资产质量、

经营情况、偿债能力、资信状况充分了解，且公司通过对下属子公司
的资金实施总部集中管控、统一调配的监管模式，能直接控制其生产
经营管理活动。经综合评估，公司认为对上述公司担保的财务风险处
于可控范围内。
中电桑飞和桑达设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桑达设备的其他
股东同意按所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或反担保，中电桑飞公司的另
一方股东 Signify China Holding B.V.未就该公司本次在授信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信用额度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未能提供相应担保主
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该股东不具备提供担保的操作
条件，Signify China Holding B.V.公司为外国公司，外国公司为国内企
业提供担保审批手续复杂；另一方面是因为中电桑飞属于本公司持股
比例为 70%的控股子公司，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该公司的经营班
子成员主要由本公司委派，本公司对其具有业务决策权，对其经营情
况能充分的了解。同时，本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实行集中的资金管理模
式，中电桑飞在公司财务结算中心办理资金集中结算与管理，公司能
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的现金流向，控制好相关风险。此外，为
控制担保风险，中电桑飞的外方股东 Signify China Holding B.V.同意
中电桑飞在向其及其控股公司购买飞利浦照明产品时给予较长期限
的付款账期作为对中电桑飞经营的支持。

五、独立董事意见
2019 年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电桑飞、桑达无线、桑达设备

及捷达运输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上述公司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内。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该担保事项
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9 年末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余额为 2,39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63％，未逾期。除上述担保
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