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102

证券简称：乾照光电

公告编号：2021-004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授信额度
及相应担保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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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乾照光电”）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向金
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事项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与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
本。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 (包含但不限于银行及
融资租赁公司)申请累计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含 25 亿，不含项目贷，该
额度含 2021 年前已履行但尚未全额归还的融资款项）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最
终以各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实际核准的授信额度为准），同时公司可转授权子
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
资金需求进行授信申请。
上述综合融资授信额度，主要用于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
票据质押融资、黄金租赁、并购贷、融资租赁等信贷业务。
同时，公司拟为子公司厦门乾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照科技”）、
扬州乾照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乾照”）、江西乾照光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西乾照”）、厦门乾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照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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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含经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授信
额度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含 18 亿，不含项
目贷），由公司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在综合融资授信额度及担保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处理公司及子公司向金
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及办理相应担保一切相关事务。以往经
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的相关融资自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日起可延用，但需
按本次议案中所批准的额度内执行。上述授信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无
需公司另行出具决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厦门乾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厦门乾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2 年 11 月 20 日
3、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岳路 19 号 301 单元
4、法定代表人：蔡海防
5、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6、股权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发光二极管（LED）及 LED 显示、照明及其他
应用产品；光电、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及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经营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
8、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9-12-31

2020-9-30（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455.01

123,922.91

负债总额

108,455.81

121,2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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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3,999.20
2019 年度

2,672.54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6,451.96

102,202.64

利润总额

-2,215.09

-1,247.16

净利润

-1,677.19

-1,326.66

（二）扬州乾照光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扬州乾照光电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9 年 2 月 19 日
3、注册地址：扬州市下圩河路 8 号
4、法定代表人：蔡海防
5、注册资本：58,200 万人民币
6、股权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电子工业技术研究、咨询服务；光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服务；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LED）应用产品系统工程的安装、调试
和维修；砷化镓太阳能电池外延片、芯片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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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9-12-31

2020-9-30（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8,614.07

142,514.06

负债总额

38,307.48

31,050.94

净资产

110,306.59

111,463.12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241.44

32,933.27

利润总额

-890.00

1,230.57

净利润

-548.60

1,156.53

（三）江西乾照光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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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江西乾照光电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3、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望城新区宁远大街 1288 号
4、法定代表人：蔡海防
5、注册资本：200,000 万人民币
6、股权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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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半导体照明
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其他电子
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
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9-12-31

2020-9-30（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4,495.75

303,559.66

负债总额

253,395.22

249,584.93

净资产

71,100.53

53,974.73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796.88

34,538.57

利润总额

-15,245.52

-16,645.17

净利润

-12,301.26

-17,125.80

（四）厦门乾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厦门乾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 2017 年 3 月 28 日
3、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天路 267 号
4、法定代表人：金张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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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6、股权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
立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照明灯具制造；电光源制造；灯用电器附件
及其他照明器具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其他电子产品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
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8、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9-12-31

2020-9-30（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553.36

66,211.08

负债总额

44,078.67

59,146.92

净资产

6,474.69

7,064.16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511.04

31,207.56

利润总额

1,796.52

525.59

净利润

1,586.59

589.47

三、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子公司乾照科技、扬州乾照、江西乾照、乾照半导体使用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含经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授信额度并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含 18 亿，不含项目贷），由公司承担
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责任，相关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乾照光电

乾照
科技

100%

97.44%

26,000.00

44,000.00

26.94%

是

乾照光电

扬州

100%

17.92%

3,525.97

30,000.00

12.9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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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关
联担保

乾照
乾照光电

乾照光电

江西
乾照
乾照
半导
体

100%

81.86%

-

50,000.00

19.24%

是

100%

88.03%

11,000.00

15,000.00

10.01%

是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 止 本公 告日 ， 公司 及全 资子 公 司累 计对 外担 保 实际 数额 为人 民 币
245,525.97 万元（均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 94.50%。除前述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
的实际数额，亦不存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融资授信额
度，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与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
成本，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综上，董事会同意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包含
但不限于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申请累计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含 25 亿，
不含项目贷，该额度含 2021 年前已履行但尚未全额归还的融资款项）的综合融
资授信额度（最终以各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实际核准的授信额度为准）。同时
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
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授信申请。同时，公司拟为子公司乾照科技、扬州
乾照、江西乾照、乾照半导体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含经银行同意，公司
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授信额度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8 亿元（含 18 亿，不含项目贷），由公司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责任。
六、监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同意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
（包含但不限于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申请累计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含

6

25 亿，不含项目贷，该额度含 2021 年前已履行但尚未全额归还的融资款项）的
综合融资授信额度（最终以各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实际核准的授信额度为准）。
同时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此额度内由公
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授信申请。同时，公司拟为子公司乾照科技、
扬州乾照、江西乾照、乾照半导体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含经银行同意，
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授信额度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18 亿元（含 18 亿，不含项目贷），由公司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责任。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有绝对的控制权，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
范围之内，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
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运营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良影响。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包含但
不限于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申请累计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含 25 亿，不
含项目贷，该额度含 2021 年前已履行但尚未全额归还的融资款项）的综合融资
授信额度（最终以各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实际核准的授信额度为准）。同时公
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子
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授信申请并同意本次综合授信涉及的 18 亿元担保事
项。我们一致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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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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