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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2022-030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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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在原担保额度预计基础上，增
加担保额度及被担保方。增加后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含
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内保外贷等），对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的公司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本项担保议案须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121.22 万元。
 本项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2 年 4 月 19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包括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
元担保（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内保外贷等）额度，
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公司的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8）。
为进一步满足下属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业务开展需求，公司拟在原担保额
度预计基础上，增加担保额度及被担保方。增加后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内保外贷等），
其中，为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担保额度，为下
属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5,000 万元担保额度，且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 70%的公司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上述担保额度以融

资担保余额计算。
本项担保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本
授权有效期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新增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深圳市恒志图像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31383300
成立日期：2011 年 4 月 1 日
注册资本：100 万元，中国大恒持股 100%；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滨社区 N23 区海秀路 23 号龙光世纪大
厦 2 栋 801-808(8 楼整层)；
法人代表：李旭；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销售（不含限制项目），
计算机软件系统集成及销售，智能交通产品研发及销售，自动化控制系统开发及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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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7,362.79 万元，负
债总额为 5,641.23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106.97 万元），净资产为 1,721.56
万元，营业收入 17,947.45 万元，净利润为 1,480.39 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448.88 万元，负
债总额为 5,877.4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404.28 万元），净资产为 1,571.43
万元，营业收入 3,267.79 万元，净利润为亏损 150.13 万元。
2、上海昊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707647160XD
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28 日
注册资本：100 万元，中国大恒持股 100%；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 598 号 18 层 1806 单元；
法人代表：杨少荣；
经营范围：信息科技、光机电设备、检测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实验

设备（除消毒产品、消毒剂、消毒器械）及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光机电产品及部件、机电设备、仪器仪
表、计算机软硬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通信设备（除卫星电视
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实验室设备和器具（除消毒产品、消毒剂、消毒器械）、
检测设备及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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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4,169.94 万元，负
债总额为 3,837.9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837.94 万元），净资产 332.00
万元，营业收入 12,145.84 万元，净利润为 221.05 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808.09 万元，负
债总额为 4,388.11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388.11 万元），净资产 419.98
万元，营业收入 2,674.85 万元，净利润为 87.98 万元。
3、苏州恒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2KF3F40
成立日期：2020 年 9 月 28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中国大恒持股 100%；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 10
号慧湖大厦 B1004；
法人代表：常志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技术进出口；智能基础制造
装备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销售；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智
能控制系统集成；数据处理服务；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3,044.74 万元，负
债总额为 2,359.32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359.32 万元），净资产 685.42
万元，营业收入 3,378.29 万元，净利润 243.36 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382.36 万元，负
债总额为 3,362.7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362.77 万元），净资产 1,019.59
万元，营业收入 2,384.33 万元，净利润 334.18 万元。
4、苏州图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MF5GA8L
成立日期：2016 年 2 月 3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中国大恒持股 100%；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奇业路 68 号 4#厂房(该地址不得从事零售)；
法人代表：何建国；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智能化检测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非标设
备、电子设备，并提供相关设备的安装、维修服务；生产、销售：图形图像处理
系统及专用 IC 芯片；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服务；销售：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相关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从事上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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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8,743.76 万元，负
债总额为 8,999.7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8,999.74 万元），净资产-255.98
万元，营业收入 7,241.19 万元，净利润为 439.57 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611.98 万元，负
债总额为 8,504.80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8,504.80 万元），净资产 1,107.18
万元，营业收入 4,210.43 万元，净利润为 1,363.17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
的实际需要，本次增加担保额度预计涉及的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内，
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增加担保额度能够进一步满足下属控股子公司业务开展
需求，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及业务开展造成不良影响，同意公司（包括控股子

公司）根据各控股子公司的实际运作需要，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向各
控股子公司提供额度合计不超过 60,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逾期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5,908.17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20.11%。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