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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9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5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补充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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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源科技”或“公司”）于2020

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数源科技：关于授权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根

据相关规定及深交所的事后审核意见，现对公告中的部分内容予以补充更

正，具体如下： 

一、“一、担保情况概述” 

取消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杭州诚园置业

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后续如因实际情况需要进行担保，公司将履行相关

的程序并及时披露。 

补充更正前：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数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易和网
络有限公司 100% 80.95% 5,735.63 20,000 18.66% 否 

数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数源贸
易有限公司 100% 97.52% 1,120.00 15,000 14.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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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景鸿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 58.24% 18,069.99 0 
0.00% 

否 

杭州中兴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数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母公

司 
60.58% 14,572.48 20,000 18.66% 否 

杭州中兴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黑龙江新绿
洲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44% 40.63% 0.00 50,000 46.65% 否 

杭州中兴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杭州诚园置
业有限公司 25% 32.47% 5,500.00 16,500 15.40% 否 

补充更正后：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数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易和网
络有限公司 100% 80.95% 5,735.63 20,000 18.66% 否 

数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数源贸
易有限公司 100% 97.52% 1,120.00 15,000 14.00% 否 

数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景鸿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 58.24% 18,069.99 0 
0.00% 

否 

杭州中兴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数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母公

司 
60.58% 14,572.48 20,000 18.66% 否 

杭州中兴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黑龙江新绿
洲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44% 40.63% 0.00 50,000 46.65% 否 

 

二、“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中的“（二）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对外担保” 

1、“2. 被担保人名称：黑龙江新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补充更正前： 

2. 被担保人名称：黑龙江新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1）成立日期： 2003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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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册地点：哈尔滨  

（ 3）法定代表人：吕新期  

（ 4）注册资本： 15,500 万元  

（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投资，房屋租赁等。 

（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兴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  

    (7)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51,464.05 

负债总额  
20,910.4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3,410.17 

净资产  
30,553.61  

项  目 2019年 1-12月 

营业收入  20.28 

利润总额  -114.86 

净利润  -452.13 

补充更正后： 

2. 被担保人名称：黑龙江新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1）成立日期： 2003 年 1 月 23 日  

（ 2）注册地点：哈尔滨  

（ 3）法定代表人：吕新期  

（ 4）注册资本： 15,500 万元  

（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投资，房屋租赁等。 

（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兴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  

（ 7）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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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3% 

 

         100% 

 

       44%                             46%                                  10% 

 

 

    (8)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51,464.05 

负债总额  
20,910.4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3,410.17 

净资产  
30,553.61  

项  目 2019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0.28 

利润总额  -114.86 

净利润  -452.13 

2、“3．被担保人名称：杭州诚园置业有限公司”  

因取消对诚园置业的担保，故取消该部分内容。 

三、“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因取消对诚园置业的担保，故取消该部分中的“（五）杭州诚园置

业有限公司”内容。  

四、“董事会意见”  

补充更正前：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新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绿云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浩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5 

 

为支持控股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同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故

对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需担保的单位及担保金额进行预计和统一授

权。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均为全资子公司或参股公司，这些公司

财务状况良好，因此本项担保的风险较小。同时，担保有利于全资子

公司、参股公司获得业务发展所需资金，支持其业务快速发展，符合

本公司整体利益，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  

补充更正后： 

为支持控股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同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故

对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需担保的单位及担保金额进行预计和统一授

权。  

本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全资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因此对

全资子公司担保的风险较小。本次对外担保对象中，除黑龙江新绿洲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 44%的参股公司外，其他

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除全资子公司外 ,黑龙江新绿洲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余两家股东为杭州绿云置业有限公司、宁波浩

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查询，均信用良好，都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针对黑龙江新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所有股东将对本次担保承

担 100%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以该承诺生效为前提。  

同意本次对外担保，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参股公司获得业务

发展所需资金，支持其业务快速发展，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为股东

创造良好回报。  

 

五、“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补充更正前： 

本次担保授权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额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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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5.5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 2.38倍。截至目前，无逾期担保。  

补充更正后： 

本次担保授权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额度最大

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3.35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 2.18 倍。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余额为人民币 104,061.5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97.10%）；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总余额为人民币 64,906.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60.56%）。截至目前，无逾期担保。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关于授权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补充更正后）》（全文详见后附

附件），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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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补充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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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3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 4月 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全票

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所需，在授权额度内，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的 12个月内，授权董事

长在实际担保发生时，签署授权额度和期限的担保协议文件。  

（二）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在股东大会批

准之日起的 12个月内，在经营所需时，在授权额度和担保期限内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在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

东会上作出同意表决。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授权事项须提请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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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数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易和网
络有限公司 100% 80.95% 5,735.63 20,000 18.66% 否 

数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数源贸
易有限公司 100% 97.52% 1,120.00 15,000 14.00% 否 

数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景鸿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 58.24% 18,069.99 0 0.00% 否 

杭州中兴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数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母公

司 
60.58% 14,572.48 20,000 18.66% 否 

杭州中兴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黑龙江新绿
洲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44% 40.63% 0.00 50,000 46.65%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本公司对外担保  

1．被担保人名称：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  

（ 1）成立日期： 2000 年 11 月 15 日  

（ 2）注册地点：杭州  

（ 3）法定代表人：王新才  

（ 4）注册资本： 2,800 万元  

（ 5）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数字视频设备，计算机软件及相

关设备，通信设备；服务：数字视频设备、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

安装、调试；承包：网络工程、智能化楼宇工程，机电设备的设计及

安装。  

（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7）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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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3% 

 

                               100% 

 

 

（ 8）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44,219.40 

负债总额 35,795.39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5,795.39 

净资产 8,424.01 

项  目     2019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2,320.75 

利润总额 987.91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23.02 

 

2．被担保人名称：浙江数源贸易有限公司  

（ 1）成立日期： 2006 年 8 月 15 日  

（ 2）注册地点：杭州  

（ 3）法定代表人：王伟勇  

（ 4）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 5）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普通种植材料（城镇绿化苗）；

批发、零售：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电讯器材，家用电器，电线电

缆，音响设备及器材，通信器材及设备，电脑设备及配件，机电、机

械设备及配件，钢材、建筑材料，煤炭，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

汽车配件，包装材料，金属材料和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办公用品，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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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厨具，卫生洁具，服装，纺织品、化肥及化工

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

矿产品；维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及元器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电子工程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租赁，物业管理；货物进

出口。  

（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7）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5.33% 

 

                               100% 

 

 

(8)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1,881.11 

负债总额  31,091.1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1,091.10 

净资产  790.01 

项  目 2019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59,729.77 

利润总额  841.43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99.65 

 

（二）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1. 被担保人名称：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数源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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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成立日期： 1999 年 3 月 31 日  

（ 2）注册地点：杭州  

（ 3）法定代表人：章国经  

（ 4）注册资本： 312,352,464 元  

（ 5）经营范围：数字 (模拟 )彩色电视机、数字视音频产品、数

字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多媒体设备、充换电设备、卫星广播设备、

电话通信设备、移动通信系统及设备、电子元器件的制造、加工、销

售、修理；电器整机的塑壳、模具、塑料制品的制造、加工；电子计

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机电设备、

房屋、汽车租赁，物业管理；废旧家电回收。  

（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  

    (7)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323,950.88 

负债总额  196,264.48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7,751.68 

净资产  107,173.14 

项  目   2019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10,512.84 

利润总额  6,068.2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751.30 

 

2. 被担保人名称：黑龙江新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1）成立日期： 2003 年 1 月 23 日  

（ 2）注册地点：哈尔滨  

（ 3）法定代表人：吕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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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册资本： 15,500 万元  

（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投资，房屋租赁等。 

（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兴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  

（ 7）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5.33% 

 

 

         100% 

 

       44%                             46%                                  10% 

 

 

    (8)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51,464.05 

负债总额  
20,910.4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3,410.17 

净资产  
30,553.61  

项  目 2019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0.28 

利润总额  -114.86 

净利润  -452.1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新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绿云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浩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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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1年  

3、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 2亿元  

（二）浙江数源贸易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1年  

3、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 1.5亿元  

（三）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1年  

3、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 2亿元  

注 :由全资子公司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其担保。  

（四）黑龙江新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3年  

3、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 5亿元  

注 :由全资子公司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其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控股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同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故

对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需担保的单位及担保金额进行预计和统一授

权。  

本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全资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因此对

全资子公司担保的风险较小。本次对外担保对象中，除黑龙江新绿洲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 44%的参股公司外，其他

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除全资子公司外 ,黑龙江新绿洲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余两家股东为杭州绿云置业有限公司、宁波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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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查询，均信用良好，都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针对黑龙江新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所有股东将对本次担保承

担 100%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以该承诺生效为前提。  

同意本次对外担保，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参股公司获得业务

发展所需资金，支持其业务快速发展，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为股东

创造良好回报。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所审议的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事项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被担保对象担保风

险可控，同意本次担保授权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本次担保授权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额度最大

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3.35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 2.18倍。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

额为人民币 104,061.5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7.10%）；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

为人民币 64,906.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0.56%）。截至目前，无逾期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