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20-085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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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定期）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定期）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2020年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酷动数码有限公司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施德”或“公司”）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酷动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动数码”）的业务发展需要，公

司拟为酷动数码向金融机构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伍

亿元整（5亿元）。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酷动数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10月 19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东泰然劲松大厦 20G 

注册资本：16,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季刚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数码电子产品及相关配件、通讯产品、家电的批发、销售，

电动车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数码电子产品及相关配

件、通讯产品、家电的维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数码电子产品延长保修服务、

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

专控商品）。 

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销售。 

（2）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酷动数码资产总额 46,264.29 万元，负债总额

24,754.65 万元，净资产 21,509.64 万元，资产负债率 53.51%；2019 年，酷动

数码实现营业收入 178,937.93万元，利润总额 3,976.45万元，净利润 3,502.19

万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酷动数码资产总额 40,228.56 万元，负债总额

17,391.00 万元，净资产 22,836.56万元，资产负债率 43.23%；2020 年 1-6月，

酷动数码实现营业收入 72,007.32 万元，利润总额 1,560.34 万元，净利润

1,326.92万元。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为酷动数码向金融机构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伍亿

元整提供担保。 

（3）担保期限：一年。 

（二）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梦科技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梦科技”）在

境内业务的发展需要，爱施德对其在境内外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 万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

汇率折算）。 

彩梦科技为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同时作为爱施德本次担保事项的反担

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爱施德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彩梦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 年 2月 9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3151 号新兴产业园健兴科技大厦 C栋 7

楼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郑海艳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国内贸易；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的

技术开发与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

家用电器、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通讯设备、医疗器械 I类、照相器材、汽车零

配件、工艺品、首饰、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化妆品、厨房用具、玩具、日

用品销售（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

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

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2）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85%的股权，彩梦科技与本公司之间

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彩梦科技资产总额 4,625.48万元，负债总额 463.56

万元，净资产 4,161.92万元，资产负债率 10.02%；2019年，彩梦科技营业收入

1,656.08 万元，利润总额 167.95万元，净利润 128.71万元。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彩梦科技资产总额 4,221.82万元，负债总额 505.90

万元，净资产 3,715.92 万元，资产负债率 11.98%；2020年 1-6月，彩梦科技营

业收入 304.68万元，利润总额-551.26万元，净利润-446.00万元。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爱施德拟为彩梦科技向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即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 万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

汇率折算）授信范围内的借款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一年。 

4、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签署上述担保协议时，将同时与反担保人签署反担保协议。反担保协

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若彩梦科技未能及时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在

深圳市彩梦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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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彩梦科技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款项后 10 个工作日

内，反担保人彩梦科技应无条件向公司清偿该等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不得有任何异议，该等款项视为

反担保人彩梦科技对公司的欠款。如公司清偿为分期进行的，则反担保人彩梦科

技应在每期款项支付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担保方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支

付当期清偿款。 

（三）为控股子公司深圳由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新凯辰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履约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爱施德控股子公司深圳由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由你网

络”）和深圳市新凯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凯辰”）承接华为荣耀品牌

2C 电商平台业务发展的需要，深化新零售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公司拟出具担

保函为由你网络和新凯辰与荣耀终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签署的《电商平台荣耀

自营店铺终端产品框架合同》（以下简称：被担保合同）中承担的履约义务增加

提供不超过 91,55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的无条件的、独立的、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两个被担保人共享担保额度）。 

由你网络和新凯辰为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同时作为爱施德本次担保事

项的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爱施德提供反担保。 

（1）深圳由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由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08月 13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四路 26 号泰然科技园劲松

大厦 20C 

法定代表人：樊帆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供应

链管理；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与销售；通信器材、无线设备、数码产品的购销；

家用电器及配件的批发和零售；通讯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信息技术服务；数据库

管理；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网络技术开

发；通讯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业务）；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软件产品的技术

开发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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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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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经营项目是：人力资源管理；预包装食品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瑞成汇达 100%的股权，瑞成汇达持有由你网络 51%

的股权，公司与由你网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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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由你网络资产总额 1,110.64 万元，负债总额 

772.19 万元，净资产 338.45 万元，资产负债率 69.53%；2019 年，由你网络实

现营业收入 3,277.27 万元，利润总额 275.32 万元，净利润 159.87 万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由你网络资产总额 1,314.78 万元，负债总额 

1,003.74万元，净资产 311.04万元，资产负债率 76.34 %；2020年 1-6月，由

你网络实现营业收入 1,959.46万元，利润总额-21.61万元，净利润-27.41万元。 

（2）深圳市新凯辰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新凯辰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1月 15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永修县众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樊帆 

深圳由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泰然大道东泰然劲松大厦 20F 

法定代表人：王雁飞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

硬件、通信器材、无线设备、数码产品的购销;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供应链管理;通讯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业务);互联

网和移动互联网软件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瑞成汇达 100%的股权，瑞成汇达持有由你网络 51%

的股权，由你网络持有新凯辰 100%的股权，公司与新凯辰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

系的方框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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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新凯辰资产总额 1.04万元，负债总额 0.32万元，

净资产 0.72 万元，资产负债率 31.01%；2019 年，新凯辰实现营业收入 0.47 万

元，利润总额-0.16 万元，净利润-0.42万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新凯辰资产总额 1.82 万元，负债总额 5.31 万

元，净资产-3.49万元，资产负债率 291.38%；2020年 1-6月，新凯辰实现营业

收入 0.00 万元，利润总额-4.19万元，净利润-4.21万元。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永修县众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樊帆 

深圳由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凯辰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无条件的、独立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额度：人民币 91550万元（两个被担保人共享担保额度）。  

（3）被担保的合同：本担保所针对的被担保的合同包括前述主合同及其项

下的补充合同、订单、备忘录等一切附件和补充（以下统称：被担保的合同）。 

（4）担保范围：根据被担保的合同对被担保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被担保人应当履行的合同交易债务金额及相关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等。 

（5）担保期间：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期间为三年，自被担保人按照

被担保的合同应承担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由于担保债务分笔履行，每

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指该笔债务到期之日。 

4、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签署上述担保协议时，将同时与反担保人签署反担保协议。反担保协

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若由你网络和新凯辰未能及时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

用等，在公司代由你网络和新凯辰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款

项后 10 个工作日内，反担保人由你网络和新凯辰应无条件向公司清偿该等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不得有

任何异议，该等款项视为反担保人由你网络和新凯辰对公司的欠款。如公司人清

偿为分期进行的，则反担保人由你网络和新凯辰应在每期款项支付后的 10 个工

作日内向担保方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当期清偿款。 

（四）2020 年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优友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增

加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优友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友通讯”）

在境内业务的发展需要，爱施德对其在境内外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增加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整（5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

挂牌汇率折算）。 

优友通讯为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同时作为公司本次担保事项的反担保

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优友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01月 0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B02（b）单元 

法定代表人：郑纯琦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日用百货、化妆品、香水、卫生用品、箱包、皮具、表、眼

镜、鞋帽、服装服饰、黄金饰品、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家具、家电、厨卫用

品、数码产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煤炭及制品的销售、电气设备、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的销售；保健用品零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

易；信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销售、上门维护；计算机网络工程；网络技术开发；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营销策划；家电的零售与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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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经营项目：日用百货、化妆品、香水、卫生用品、箱包、皮具、表、眼

镜、鞋帽、服装服饰、黄金饰品、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家具、家电、厨卫用

品、数码产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煤炭及制品的储运。 



（2）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51%的股权，优友通讯与本公司之

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优友通讯资产总额 97,850.61 万元，负债总额

91,760.75万元，净资产 6,089.86万元，资产负债率 93.78%；2019 年，优友通

讯营业收入 713,577.23 万元，利润总额 538.94 万元，净利润 487.65 万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优友通讯资产总额 126,829.83 万元，负债总额

119,730.62万元，净资产 7,099.21万元，资产负债率 94.40%；2020 年 1-6月，

优友通讯营业收入 401,558.88万元，利润总额 2,305.80万元，净利润 1,729.35

万元。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爱施德拟为优友通讯向银行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即为人民币伍亿元整（5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汇

率折算）授信范围内的借款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一年。 

4、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签署上述担保协议时，将同时与反担保人签署反担保协议。反担保协

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广东优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深圳市优友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施德

股份有限公司 

51% 29% 20% 

深圳市胜蓝供

应链有限公司 

广东新联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1）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若优友通讯未能及时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在

公司代优友通讯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款项后 10 个工作日

内，反担保人优友通讯应无条件向公司清偿该等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不得有任何异议，该等款项视为

反担保人优友通讯对公司的欠款。如公司人清偿为分期进行的，则反担保人优友

通讯应在每期款项支付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担保方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当期清偿款。 

（五）2020 年为控股子公司广东臻和实业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广东臻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和实业”）在境

内业务的发展需要，爱施德对其在境内外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1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汇率折

算）。 

臻和实业为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同时作为爱施德本次担保事项的反担

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爱施德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臻和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07月 1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汕头市龙湖区珠池港区 3 号桥西侧珠港新城 B-1-06-A 地块（航

天卫星大厦）二楼东侧之五十三号 

法定代表人：刘鸿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通讯科技产品的研究与开发；通讯设备的销售、安装及维修；计

算机应用软件的技术开发；应用软件、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

服务；数据库管理、技术服务；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供应

链管理；国内货运代理业务；商务信息咨询；展览服务；会议服务；电信增值业

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销售及网上销售：厨房用品、卫生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玩具、文化用品、

服装、鞋帽、钟表、眼镜、针纺织品、家用电器、家具、照相器材、工艺品（象

牙和犀角及其制品除外）、礼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其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五金

交电、电动车和自行车及其零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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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51%的股权，臻和实业与本公司之

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臻和实业资产总额 11,216.64 万元，负债总额 

6,239.75 万元，净资产 4,976.89 万元，资产负债率 55.63%；2019 年，臻和实

业实现营业收入 22,902.85万元，利润总额-30.67万元，净利润-23.11 万元。 

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臻和实业资产总额 84,468.03万元，负债总额

80,432.68 元，净资产 4,035.35万元，资产负债率 95.22%2020年 1-6月，臻和

实业营业收入 89,822.83 万元，利润总额-1,258.85元，净利润-941.53 元。 

广东优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广东臻和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施德

股份有限公司 

51% 29% 20% 

深圳市胜蓝供

应链有限公司 

广东新联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爱施德拟为臻和实业向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即为人民币壹亿元整（1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汇率折

算）授信范围内的借款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一年。 

4、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签署上述担保协议时，将同时与反担保人签署反担保协议。反担保协

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若臻和实业未能及时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在

公司代臻和实业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款项后 10 个工作日

内，反担保人臻和实业应无条件向公司清偿该等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不得有任何异议，该等款项视为

反担保人臻和实业对公司的欠款。如公司人清偿为分期进行的，则反担保人臻和

实业应在每期款项支付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担保方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当期清偿款。 

（六）2020 年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臻和供应链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银行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臻和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和供应链”）

在境内业务的发展需要，爱施德对其在境内外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整（5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汇率

折算）。 

臻和供应链为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同时作为爱施德本次担保事项的反

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爱施德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臻和供应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7月 19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法定代表人：郑纯琦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供应链管理、供应链咨询服务；国内贸易；日

用百货、化妆品、香水、卫生用品、箱包、皮具、表、眼镜、鞋帽、服装服饰、

黄金饰品、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家具用品、家电、厨卫用品、数码产品、电

子产品、通讯设备、电气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计

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工程;网络技术开发、计算机系

统维修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

营销策划;电子产品租赁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以上各项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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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

经营项目是：货运代理，仓储服务，煤炭及制品的销售，保健用品的销售。 

（2）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51%的股权，臻和供应链与本公司

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广东优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深圳市臻和供应链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施德

股份有限公司 

51% 29% 20% 

深圳市胜蓝供

应链有限公司 

广东新联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臻和供应链资产总额 13,471.02 万元，负债总额 

13,676.20 万元，净资产-205.18 万元，资产负债率 101.52%；2019 年，臻和供

应链营业收入 20,860.64 万元，利润总额-273.36万元，净利润-205.18 万元。 

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臻和供应链资产总额 21,786.67 万元，负债总额 

21,857.68 万元，净资产-71.01万元，资产负债率 100.33%；2020 年 1-6月，

臻和供应链营业收入 56,537.47万元，利润总额 179.13万元，净利润 134.17

万元。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爱施德拟为臻和供应链向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即为人民币伍亿元整（5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汇率

折算）授信范围内的借款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一年。 

4、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签署上述担保协议时，将同时与反担保人签署反担保协议。反担保协

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若臻和供应链未能及时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

在公司代臻和供应链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款项后 10 个工

作日内，反担保人臻和供应链应无条件向公司清偿该等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不得有任何异议，该等款

项视为反担保人臻和供应链对公司的欠款。如公司人清偿为分期进行的，则反担

保人臻和供应链应在每期款项支付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担保方深圳市爱施德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当期清偿款。 

（七）2020 年为控股子公司优友金服（常熟）供应链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优友金服（常熟）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友金服

（常熟）”）在境内业务的发展需要，爱施德对其在境内外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整（5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

美元挂牌汇率折算）。 

优友金服（常熟）为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同时作为爱施德本次担保事

项的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爱施德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优友金服（常熟）供应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01月 30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常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港路 18 号滨江海外大厦 18-1 号

703-705 

法定代表人：刘鸿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电子产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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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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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2）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51%的股权，优友金服（常熟）与



本公司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优友金服（常熟）资产总额 12,631.59 万元，负

债总额 12,471.94万元，净资产 159.65万元，资产负债率 98.74%；2019年，优

友金服（常熟）营业收入 102,337.47万元，利润总额 79.62万元，净利润 59.65

万元。 

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优友金服（常熟）资产总额 94,419.81 万元，负债

总额 93,258.73 万元，净资产 1,161.08万元，资产负债率 98.77%；2020年 1-6

月，优友金服（常熟）营业收入 143,616.26 万元，利润总额 1,401.99 万元，净

利润 1,051.43 万元。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爱施德拟为优友金服（常熟）向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即为人民币伍亿元整（5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

牌汇率折算）授信范围内的借款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一年。 

4、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签署上述担保协议时，将同时与反担保人签署反担保协议。反担保协

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广东优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优友金服（常熟）供应链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施德

股份有限公司 

51% 29% 20% 

深圳市胜蓝供

应链有限公司 

广东新联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2）若优友金服（常熟）未能及时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

用等，在公司代优友金服（常熟）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款

项后 10 个工作日内，反担保人优友金服（常熟）应无条件向公司清偿该等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不得有

任何异议，该等款项视为反担保人优友金服（常熟）对公司的欠款。如公司人清

偿为分期进行的，则反担保人优友金服（常熟）应在每期款项支付后的 10 个工

作日内向担保方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当期清偿款。 

（八）2020 年为控股子公司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增

加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供应链”）

在境外业务的发展需要，爱施德对其在境内外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增加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3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

挂牌汇率折算）。 

中国供应链为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同时作为爱施德本次担保事项的反

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爱施德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4月 19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人股东：展弘实业有限公司 

董   事：李桂 

经营范围：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 

（2）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51%的股权，中国供应链与本公司

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供应链资产总额 32,072.32 万元，负债总额             

30,071.29万元，净资产 2,001.03万元，资产负债率 93.76%；2019 年，中国供

应链营业收入 302,466.12 万元，利润总额 1,551.01 万元，净利润 1,295.09 万

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国供应链资产总额 58,338.44 万元，负债总额

56,480.74万元，净资产 1,857.69万元，资产负债率 96.82%；2020 年 1-6月，

中国供应链营业收入 121,279.75万元，利润总额-220.83万元，净利润-184.39

万元。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爱施德拟为中国供应链向银行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即为人民币叁亿元整（3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

汇率折算）授信范围内的借款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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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担保期限：一年。 

4、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签署上述担保协议时，将同时与反担保人签署反担保协议。反担保协

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若中国供应链未能及时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

在公司代中国供应链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款项后 10 个工

作日内，反担保人中国供应链应无条件向公司清偿该等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不得有任何异议，该等款

项视为反担保人中国供应链对公司的欠款。如公司人清偿为分期进行的，则反担

保人中国供应链应在每期款项支付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担保方深圳市爱施德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当期清偿款。 

（九）2020 年为控股子公司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供应链”）

在境外业务的发展需要，爱施德对其在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

增加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增加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3 亿元或等

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汇率折算）。 

中国供应链为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同时作为爱施德本次担保事项的反

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爱施德提供反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4月 19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人股东：展弘实业有限公司 

董   事：李桂 

经营范围： 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 

（2）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51%的股权，中国供应链与本公司

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供应链资产总额 32,072.32 万元，负债总额             

30,071.29万元，净资产 2,001.03万元，资产负债率 93.76%；2019 年，中国供

应链营业收入 302,466.12 万元，利润总额 1,551.01 万元，净利润 1,295.09 万

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国供应链资产总额 58,338.44 万元，负债总额

56,480.74万元，净资产 1,857.69万元，资产负债率 96.82%；2020 年 1-6月，

中国供应链营业收入 121,279.75万元，利润总额-220.83万元，净利润-184.39

万元。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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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深圳市优友供应链有限公司 

 

展弘实业有限公司 

 

100% 

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100% 

深圳市爱施德

股份有限公司 

51% 29% 20% 

深圳市胜蓝供

应链有限公司 

广东新联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2）担保金额：爱施德拟为中国供应链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分行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质押担保，即为人民币叁亿元整（3 亿元或

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汇率折算）授信范围内的借款本金、利息和

相关费用提供质押担保。 

（3）担保期限：一年。 

4、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签署上述担保协议时，将同时与反担保人签署反担保协议。反担保协

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若中国供应链未能及时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

在公司代中国供应链向债权人清偿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款项后 10 个工

作日内，反担保人中国供应链应无条件向公司清偿该等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不得有任何异议，该等款

项视为反担保人中国供应链对公司的欠款。如公司人清偿为分期进行的，则反担

保人中国供应链应在每期款项支付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担保方深圳市爱施德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当期清偿款。 

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58.455 亿元（含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 36.655 亿元），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2019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319.81%（按合并报表口径计算）。本

次担保生效后，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57.3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15.79%（按合

并报表口径计算）。公司无逾期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担

保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议案中的担保事项均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

的整体发展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 

1、2020年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酷动数码有限公司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伍亿元整（5 亿元）。 

2、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梦科技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 万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

当天美元挂牌汇率折算）。 

3、为控股子公司深圳由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新凯辰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履约担保，为 2020 年签署的《电商平台荣耀自营店铺终端产品框架合同》

中承担的履约义务增加提供不超过 91,55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的无条件的、独

立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两个被担保人共享担保额度）。 

4、2020 年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优友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增加

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增加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整（5 亿元或等值美

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汇率折算）。 

5、2020 年为控股子公司广东臻和实业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银行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1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

当天美元挂牌汇率折算）。 

6、2020年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臻和供应链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整（5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

资当天美元挂牌汇率折算）。 

7、2020年为控股子公司优友金服（常熟）供应链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整（5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

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汇率折算）。 

8、2020 年为控股子公司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在境内外申请增加

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增加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3 亿元或等值美

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汇率折算）。 



9、2020年为控股子公司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增加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增加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叁亿元整（3 亿元或等值美元，汇率按融资当天美元挂牌汇率折算）。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中的担保事项逐一进行了审核，认为：为各子公司提供担

保，能满足其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子公司融资或获取授信的能力，促进其良性

发展。董事会对本议案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议案中

对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报备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定期）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