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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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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不
超过 32 亿元人民币。公司控股子公司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在上述权限范围内，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各控股子公司实际情况，选择授信
机构，确定担保方式与期限，签订担保合同等相关文件。
公司审计部每季对上述事项进行专项审计。
（二）审批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
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披露后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各控股子公司最高被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单位：亿元

最高担保余额

国脉通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0.5

福州理工学院

16

福建国脉科学园开发有限公司

10

福建国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5

福建国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总额度

5
32

（二）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为：
1、国脉通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 20 日，注册地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
丽顺街 1 号，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法定代表人为金大
明；主营业务为通信工程设计等。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脉通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13,359.27 万元，净资产 8,693.93 万元，负债总额 4,665.34 万元，2019 年营业
收入 7,169.99 万元，利润总额 36.76 万元，净利润 125.85 万元，无或有事项。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国脉通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总资产 12,394.45 万元，
净资产 8,120.78 元，负债总额 4,273.68 万元,，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 703.32
万元，利润总额-682.90 万元，净利润-573.15 万元，无或有事项。
2、福州理工学院
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10 日，注册地址为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08 号，注
册资本 15,0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法定代表人为陈国鹰；主营业务
为全日制高等专业教育、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福州理工学院经审计总资产 78,670.96 万元，净
资产 11,564.01 万元，负债总额 67,106.96 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 12,987.38
万元，利润总额 1,368.24 万元，净利润 1,010.58 万元，无或有事项。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福州理工学院总资产 77,829.73 万元，净资产
12,640,64 万元，负债总额 65,189.09 万元，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 3,823.19
万元，利润总额 1,435.77 万元，净利润 1,076.63 万元，无或有事项。
3、福建国脉科学园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注册地址为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16 号 1
号楼 4A-2，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法定代表人为陈学华；
主营业务为园区开发与建设等。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福建国脉科学园开发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95,426.64 万元，净资产 16,760.26 万元，负债总额 78,666.37 万元，2019 年营
业收入 2,133.11 万元，利润总额-2,481.52 万元，净利润-1,882.44 万元，无或
有事项。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福建国脉科学园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95,485.55
万元，净资产 16,181.21 万元，负债总额 79,304.34 万元，2020 年 1-3 月无营
业收入，利润总额-768.90 万元，净利润-579.06 万元，无或有事项。
4、福建国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注册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16
号 1#楼 2 层，注册资本 2,1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53.33%；法定代表人为金
大明；主营业务为信息通信系统集成、物联网终端销售等。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福建国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2,867.53
万元，净资产-4,466.78 万元，负债总额 7,334.32 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
4,397.19 万元，利润总额-167.24 万元，净利润-167.24 万元，无或有事项。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福建国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 2,700.50 万元，
净资产-4,566.13 万元，负债总额 7,266.63 万元。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 29.25
万元，利润总额-99.34 万元，净利润-99.34 万元。
5、福建国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注册地址为连江县潘渡乡朱步村黄湾自然村 1
号，注册资本 2,5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法定代表人为周强；主营业
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福建国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32,499.14 万元，净资产 1,850.04 万元，负债总额 30,649.10 万元，2019 年无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350.73 万元，净利润-264.16 万元，无或有事项。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福建国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27,486.96
万元，净资产 1,796.27 万元，负债总额 25,690.70 万元，2020 年 1-3 月无营业
收入，利润总额-71.81 万元，净利润-53.78 万元，无或有事项。
各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各公司的情况参见公司 2019 年度报告的相关信息，年报全文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是根据各控股子公司业务实际资金需要，对其申请授信提供担保，为满足
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有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的发展。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
人、财、物统一管控，控股子公司根据未来业务规划的规模以及控股子公司授信、
贷款等融资事项均需由公司审批，可进行有效控制，随时监控风险。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上述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是切实可行的。
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并直接分
享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成果，同时公司审计部定期对上述担保事项进行专项审计，
使上述事项得到有效监控。其中福建国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少数权益股东按其持
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公平、对等。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 320,000 万元，
总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6.16%；实际担保余额为 17,176.5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16%，不存在逾期担保，也不存在涉及诉讼
的担保。
除上述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