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7-071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根
据下属公司的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拟在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为以下下属公
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其对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含 2017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金额、方式、范围、期限等以相关合同约定
为准，保证期间为自下属公司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下属公司名称

担保金额上限（万元）

1

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0

2

深圳市兆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0

3

江西省兆驰光电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0

4

江西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

人民币 300,000

5

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

6

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

7

深圳市佳视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10,000

8

浙江飞越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

9

深圳风行多媒体有限公司

人民币 20,000

10

MTC Electronic Co.,Limited

美元 5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
事项须提交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节能”）
成立日期：2011 年 4 月 21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000 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发光二极管（LED）器件、LED 背
光源产品、LED 背光源液晶电视显示屏的技术开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持有兆驰节能 80.00%的股份，兆驰节能的主要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属性

股东类别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13600

80

本地企业

企业法人

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230

19

本地企业

有限合伙

全劲松

170

1

自然人

自然人

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兆驰节能资产总额为 73,939.19 万元，负债总额为
46,085.47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
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15,000.00 万元，净资产 27,853.72 万元；2016 年
度营业收入为 94,490.48 万元，利润总额为 8,502.51 万元，净利润为 7,948.51 万元。
以上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深审
(2017)013 号《审计报告》。
截至到 2017 年 9 月 30 日，兆驰节能资产总额为 127,313.94 万元，负债总额为
95,586.47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

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15,000.00 万元，净资产 31,727.47 万元；2017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95,522.77 万元，利润总额为 7,861.04 万元，净利润为 6,967.75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为准。
（二）深圳市兆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兆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数码”）
成立日期：2016 年 7 月 15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3 号
楼5楼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300 万元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咨询、维护、测试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创意策划
服务；代理销售有关传媒、网络的业务及相关服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
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技术咨询服务；
研发服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安装服务；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转让；房屋租
赁；房地产销售。（以上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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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网络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包括电视机、显示器、数字电视机顶盒、智能硬件、机器人、VR/AR、汽车
电子产品、路由器、DVD 播放器、音箱、投影机；装卸、搬运服务；收派服务；人
力资源服务。
公司持有兆驰数码 98.7654%的股份，兆驰数码的主要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李相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属性

股东类别

24300

98.7654

本地企业

企业法人

300

1.2346

自然人

自然人

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兆驰数码资产总额为 54,961.65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532.14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24,429.51 万元；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38,765.60 万元，利润总额为 461.81 万元，净利润为 429.52 万
元。以上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深审
(2017)36 号《审计报告》。
截至到 2017 年 9 月 30 日，兆驰数码资产总额为 82,634.72 万元，负债总额为
56,902.41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25,732.31 万元；
2017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16,803.62 万元，利润总额为 1,301.23 万元，净利润为
1,302.7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
据为准。
（三）江西省兆驰光电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西省兆驰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兆驰”）
成立日期：2014 年 3 月 7 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工业区胡家路 199 号办公楼 1-3 层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发光二极管（LED）器件、LED 背光源产品、LED 背光源液晶电视
显示屏的生产、销售与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控股子公司兆驰节能持有江西兆驰 100%的股份，公司间接持有江西兆驰 80%
的股份。
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江西兆驰资产总额为 85,944.4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801.62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56,142.83 万元；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51,760.98 万元，利润总额为 4,584.48 万元，净利润为 4,024.40
万元。以上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深
审(2017)402 号《审计报告》。
截至到 2017 年 9 月 30 日，江西兆驰资产总额为 99,074.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37,675.51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61,398.95 万元；

2017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50,039.21 万元，利润总额为 6,064.46 万元，净利润为
5,256.1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
据为准。
（四）江西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西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半导体”）
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21 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二路 18 号创业大厦 503、
515 室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电子材料与器件、半导体照明设备的设计、研
发、生产（仅限分支机构）、销售；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
公司持有兆驰半导体 100.00%的股份，兆驰半导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兆驰半导体于 2017 年 7 月成立，暂无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五）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光电”）
成立日期：2012 年 10 月 17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4,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 LED 发光器件、中大功率 LED 发光器件。
兆驰光电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兆驰光电 100%的股份。

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兆驰光电资产总额为 52,608.80 万元，负债总额为
28,228.49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24,380.31 万元；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21,993.22 万元，利润总额为 769.48 万元，净利润为 1,116.62
万元。以上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深
审(2017)43 号《审计报告》。
截至到 2017 年 9 月 30 日，兆驰光电资产总额为 51,625.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6,590.62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25,035.00 万元；
2017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9,773.99 万元，利润总额为 882.59 万元，净利润为 654.6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为准。
（六）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供应链”）
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11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商业；企业管
理咨询；保付代理业务（不含银行融资类）；家电原材料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
兆驰供应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兆驰供应链 100%的股份。
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兆驰供应链资产总额为 20,762.89 万元，负债总额
为 626.85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20,136.04 万元；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4,442.25 万元，利润总额为 107.27 万元，净利润为 80.45 万元。
以上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深审
(2017)669 号《审计报告》。
截至到 2017 年 9 月 30 日，兆驰供应链资产总额为 20,514.2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75.69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20,138.55 万元；2017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315.63 万元，利润总额为 3.04 万元，净利润为 2.51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为准。
（七）深圳市佳视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佳视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佳视百”）
成立日期：2015 年 4 月 20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卫星通信技术的研发；通用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的技
术开发与技术服务（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供应链管理；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
件、网络产品、自动化控制设备、电子元器件、数字电视机顶盒、通讯设备的销售；
经营进出口业务。
公司持有佳视百 80.00%的股份，佳视百的主要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属性

股东类别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

80.00

本地企业

企业法人

程敏

362.5000

7.25

自然人

自然人

何兴超

225.0000

4.50

自然人

自然人

曹斌

150.0000

3.00

自然人

自然人

李明星

125.0000

2.50

自然人

自然人

李华锋

75.0000

1.50

自然人

自然人

侯必义

37.5000

0.75

自然人

自然人

廖院松

25.0000

0.50

自然人

自然人

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佳视百资产总额为 5,445.6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99.61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3,546.04 万元；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3,064.45 万元，利润总额为-618.68 万元，净利润为-604.98 万
元。以上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深审
(2017)30 号《审计报告》。
截至到 2017 年 9 月 30 日，佳视百资产总额为 8,110.65 万元，负债总额为 5,206.45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2,904.20 万元；2017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5,173.85 万元，利润总额为-641.84 万元，净利润为-641.84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为准。
（八）浙江飞越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飞越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飞越”）
成立日期：2004 年 4 月 2 日
注册地点：杭州市临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城西区块 B 区块 3 号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有线电视前端系统集成、软硬件开发；智能电视机、云电脑、机顶
盒等三网融合终端产品、数字化信息网络终端的软硬件开发、生产、销售、安装、
维护及售后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测试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文化创意
策划服务；代理销售有关传媒、网络的业务及相关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除外）；
经营进出口业务。
浙江飞越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浙江飞越 100%的股份。
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浙江飞越资产总额为 16,685.2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656.45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2,028.80 万元；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17,996.87 万元，利润总额为-756.09 万元，净利润为-756.09
万元。以上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深
审(2017)34 号《审计报告》。

截至到 2017 年 9 月 30 日，浙江飞越资产总额为 16,878.9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856.93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2,022.05 万元；
2017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9,389.52 万元，利润总额为-248.21 万元，净利润为-248.2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为准。
（九）深圳风行多媒体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风行多媒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行多媒体”）
成立日期：2016 年 1 月 14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 10128 号南山软件园东塔楼 805 室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电视机、家用电器、机顶盒、路由器、数字电视播放产
品及通讯产品的研发及销售、上门维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信息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家电的技术咨询服务；家电产品的研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创意策划服务。
公司间接持有风行多媒体 59.5%的股份，风行多媒体的主要股东如下：
深圳市兆驰股份
有限公司

59.5%

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

罗江春

19.76%

11.38%

唐柯

5.86%

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

100%
深圳风行多媒体有限公司

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风行多媒体资产总额为 19,192.05 万元，负债总额
为 22,030.05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2,838.00 万
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17,284.79 万元，利润总额为-2,838.00 万元，净利润为

-2,838.00 万元。以上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天健深审（2017）768 号《审计报告》。
截至到 2017 年 9 月 30 日，风行多媒体资产总额为 20,739.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137.72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8,398.20 万元；
2017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30,232.02 万元，利润总额为-5,560.21 万元，净利润为
-5,560.2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
据为准。
（十）MTC Electronic Co.,Limited
公司名称：MTC Electronic Co.,Limited（以下简称“MTC Electronic”）
成立日期：2011 年 2 月 10 日
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50,000 美元
经营范围：出口贸易。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ZHAOCHI HONGKONG LIMITED （香港兆馳有限公司）
持有 MTC Electronic 100%的股份。
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MTC Electronic 资产总额为 148,528.18 万元，负债
总额为 74,905.87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73,622.31
万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185,309.88 万元，利润总额为-7,736.18 万元，净利润为
-7,736.18 万元。以上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天健深审（2017）894 号《审计报告》。
截至到 2017 年 9 月 30 日，MTC Electronic 资产总额为 132,986.98 万元，负债
总额为 51,572.24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 81,414.74
万元；2017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77,616.52 万元，利润总额为 10,131.79 万元，净
利润为 10,131.7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数据为准。
三、担保事项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在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为上述下属公司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以下列表（含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
序号

下属公司名称

担保金额上限（万元）

1

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0

2

深圳市兆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0

3

江西省兆驰光电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0

4

江西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

人民币 300,000

5

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

6

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

7

深圳市佳视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10,000

8

浙江飞越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

9

深圳风行多媒体有限公司

人民币 20,000

10

MTC Electronic Co.,Limited

美元 50,000

具体担保金额、方式、范围、期限等以相关合同约定为准，保证期间为自下属
公司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顾伟先生在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负责
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协议，最终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实际发生的担保
金额和期限，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四、本次为下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目的和风险评估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能够解决下属公司经营过程中对资
金的需求问题，有利于下属公司保持充裕的周转资金，优化日常生产经营，进一步
扩大销售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经营业绩，公司能直接或间接分享下属公司
的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上述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控股公司，均有良好的信用，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
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鉴于上述下属公司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公司，故其未对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本
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详见“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下属控股公司的其他股东未
按持股比例对该公司申请的银行授信提供相应担保。
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
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
的规定。因此，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董事会一致通过了该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70,000 万
元，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 9.06%。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总额约为人民币 991,410 万元（美元担保金额依据 2017 年 11 月 10 日国家外汇
管理局人民汇率中间价 100 美元= 662.82 人民币元计算）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重为 128.35%；同期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 2.56%。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
项，且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