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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照光电”“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乾照光电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乾照光电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事项的议

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为了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及经营资金需求，提高公司资金安全性。2023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 (包含但不限于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

申请累计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含 25 亿，不含项目贷，该额度含 2023 年

前已履行但尚未全额归还的融资款项）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最终以各金融机构

及类金融企业实际核准的授信额度为准），同时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

度，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授

信申请。 

上述综合融资授信额度，主要用于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

票据质押融资、黄金租赁、并购贷、融资租赁等信贷业务。 

同时，公司拟为子公司厦门乾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照科技”）、

扬州乾照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乾照”）、江西乾照光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西乾照”）、厦门乾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照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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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含经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授信

额度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含 18 亿，不含项

目贷），由公司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责任，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

利息（包括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 

子公司扬州乾照、乾照科技拟分别为公司使用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1 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

利息（包括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 

上述授信额度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综合融

资授信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处理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

企业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一切相关事务。以往经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的相关融资

自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日起可延用，但需按本次议案中所批准的额度执行。

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无需公司另行出具决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厦门乾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厦门乾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2 年 11 月 20 日 

3、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岳路 19 号 301 单元 

4、法定代表人：火东明 

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6、股权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发光二极管（LED）及 LED 显示、照明及其他应

用产品；光电、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及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经营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 

8、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131,400.9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6,742.71 万元，净资产为 4,658.25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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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为 129,908.87 万元，利润总额为 1,083.46 万元，净利润为 812.60 万元。 

厦门乾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扬州乾照光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扬州乾照光电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9 年 2 月 19 日 

3、注册地址：扬州市下圩河路 8 号 

4、法定代表人：崔恒平 

5、注册资本：58,200 万元人民币 

6、股权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光

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半导体分立器

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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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154,013.8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285.92 万元，净资产为 133,727.89 万元，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为 41,821.80 万元，利润总额为 9,168.99 万元，净利润为 8,159.67 万元。 

扬州乾照光电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江西乾照光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西乾照光电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3、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望城新区宁远大街 12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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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刘兆 

5、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6、股权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半导体

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集成

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金属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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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336,888.9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0,803.16 万元，净资产为 106,085.82 万元，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为 48,332.90 万元，利润总额为-8,760.74 万元，净利润为-8,417.96 万元。 

江西乾照光电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厦门乾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厦门乾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 2017 年 3 月 28 日 

3、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天路 267 号 

4、法定代表人：金张育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6、股权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集成电路

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照明器具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元器件零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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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 

8、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46,363.6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9,372.57 万元，净资产为 6,991.11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

业收入为 21,937.23 万元，利润总额为-152.98 万元，净利润为-210.85 万元。 

厦门乾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 2006 年 02 月 21 日 

3、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天路 259-269 号 

4、法定代表人：金张育 

5、注册资本：90,357.9111 万元人民币 

6、与担保人关系：公司持有扬州乾照、乾照科技 100%股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集成电路

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照明器具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元器件零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

物进出口；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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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465,191.40

万元，负债总额为 67,133.61 万元，净资产为 398,057.80 万元，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为 41,360.85 万元，利润总额为 4,170.37 万元，净利润为 3,940.93 万元。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子公司乾照科技、扬州乾照、江西乾照、乾照半导体使用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含经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授信额度并承担连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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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责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含 18 亿，不含项目贷），由公司承担

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责任。子公司扬州乾照、乾照科技拟分别为公司使用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1 亿元。相关担保情

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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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乾照光电 
乾照

科技 
100% 96.89% 42,000.00 43,000.00 32.84% 是 

乾照光电 
扬州

乾照 
100% 9.81% 24,000.00 21,000.00 17.38% 是 

乾照光电 
江西

乾照 
100% 82.01% 16,000.00 24,000.00 15.45% 是 

乾照光电 

乾照

半导

体 

100% 86.20% - 10,000.00 3.86% 是 

扬州乾照 
乾照

光电 
0.00% 22.42% 14,400.00 15,600.00 11.59% 是 

乾照科技 
乾照

光电 
0.00% 22.42% - 10,000.00 3.86% 是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实际数额为人民币

121,564.96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46.96%。全资子公司对公司

累计对外担保实际数额为人民币 4,897.2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的 1.89%。除前述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的实际

数额，亦不存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及

类金融企业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事项的议案》，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

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融资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有助于解

决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等需求，促进各子公司经营发展，对公司业务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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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积极作用。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

效管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

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

此次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及

类金融企业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事项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子

公司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融资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事项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更好开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

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同时本次担保内容及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

会同意本次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核，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有绝对的控制权，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

范围之内，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

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运营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良影响。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及类金

融企业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要，可

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的开展，符合上市公司利益，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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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

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相关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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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对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林琳                           王成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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