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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及反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证股份”）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齐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普生科技”）、全资孙公司深

圳市齐普生数字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普生数字”）因经营需要拟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公司拟为前述综合授信供担保及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齐普生科技、齐普生数字 

●担保人名称：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融资”）。 

●本次为齐普生科技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元，下同），

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4,000万元；本次为齐普生数字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

过3,000万元，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00万元。本次向高新投融资提供反担

保金额总计为3,000万元，已实际向其提供的反担保余额为1,500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对外担保及反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担保及反担保的议案》。齐普生科技、齐普生数字因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公司拟为前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及反担保。具体情况如

下： 

1、公司拟为齐普生科技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

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贰拾肆个月，

综合授信用途为企业日常经营，授信的实际金额、期限、币种，贷款具体用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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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的最终审批结果为准。 

2、公司拟为齐普生科技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不超

过折合人民币壹亿元整的授信余额本金及其利息、相关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所担保的具体授信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贵金

属租赁等该银行可办理的各类授信业务）,币种、金额、利率、期限、还款方式

等以齐普生科技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前述担保金额不包含此前公司股东

大会或董事会已审议通过的可为齐普生科技提供的担保金额。本决议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有效期为两年。 

3、齐普生数字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市高新投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小贷”）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公司拟提供担保及反担保。 

（1）齐普生数字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仟万元

整的综合授信，此次授信期限为壹拾贰个月，综合授信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高

新投融资就该笔授信向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费率为 1.5%），公司拟

向高新投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贷款

的最终利率以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其他事项以公司与银行以及高新投融资签订的

相关合同约定为准。 

（2）齐普生数字拟向高新投小贷申请不超过人民币贰仟万元综合授信，授

信期限壹拾贰个月。齐普生数字拟以其有权处分的一项知识产权向高新投小贷提

供质押担保，并申请高新投融资就该综合授信向高新投小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费率为 1%）。公司拟为该综合授信向高新投小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向高新投融资提供相应的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以齐

普生数字与高新投融资、高新投小贷签订的相关合同约定为准。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及担保人基本情况 

1、齐普生科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齐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8632909X 



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结义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03 月 01 日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一冶广场 2 栋 B 座 1705 房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及其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上门维修服

务；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楼宇智能化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机械设备的购销及其它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市政工程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经

营）；计算机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许可经营项目是：职业技能培训；

劳务派遣（不含人才中介）。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990.00 99.95 

深圳市金证博泽科技有限公司 10.00 0.05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齐普生科技资产总额为 139,567.79 万元，负债总

额为 89,622.40 万元，资产净额为 49,945.4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326,737.44

万元，净利润为 4,804.88 万元。 

 

2、齐普生数字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齐普生数字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99090611D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结义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06 月 11 日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楼五楼东 B 区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其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及上门维修（不含

限制项目）；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



制项目）；楼宇智能化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机械设备

额的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市政工程；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劳务派遣。 

股权结构：齐普生数字为齐普生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齐普生数字资产总额为 3,530.00 万元，负债总额

为 2,119.56 万元，资产净额为 1,410.43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3,059.03 万元，

净利润为 22.13 万元。 

 

3、高新投融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苏华 

成立日期：2011 年 4 月 1 日 

公司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心

3510-23 单元 

经营范围：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开展再

担保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

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自有物业租

赁。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324,349.3637 46.3356% 

深圳市罗湖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89,479.9730 27.0686% 

深圳市财政金融服务中心 186,170.6633 26.5958% 

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581,010,605.76 8,512,622,044.13 

负债总额 871,688,472.51 883,485,296.36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净额 7,709,322,133.25 7,629,136,747.77 

营业总收入 22,475,652.47 625,077,123.79 

净利润 30,421,389.01 355,741,218.64 

注：以上数据 2021 年 3 月 31 日为未审计数据，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数据。 

高新投融资已取得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高新投融资与金证股份及金证股份前四大股东李结义、徐岷波、杜宣、赵剑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外担保及反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齐普生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齐普生数字为公司全资孙

公司，本次担保是基于两家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为齐普生数字申请授信向担保

公司提供反担保是基于齐普生数字日常经营需要，经反担保人与担保人协商约定

而成。齐普生科技和齐普生数字经营情况正常，资信良好，公司为两家企业提供

担保及反担保的风险可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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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同意本次对外担保及反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对外担保及反担保发表意见如下：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

事同意本次对外担保及反担保事项。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20,0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52.46%，其中公司对齐普生科技（含齐普生数

字）的担保总额为 118,500 万元，担保余额为 64,5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28.20%。另齐普生科技为金证股份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0,000



万元。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