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460

证券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2022-062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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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兰集成”）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本次为士兰集成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债权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及其利息、费用等。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为其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94 亿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士兰集成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出具了 1 份《不可撤销担保书》，
就士兰集成融资事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

杭州士兰
集成电路
有限公司

债权人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杭州
分行

担保金额

担保的债权额为人
民币 5,000 万元及
其利息、费用等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自本担保书
生效之日起
至借款或其
他债务到期
之日或垫款
之日起另加
三年。

是否有
反担保

无

是否为关
联担保

否

（二）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度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2022 年度对全资子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32 亿元，其中：对士兰集昕担保不超
过 13 亿元；对士兰集成担保不超过 8 亿元；对士兰明芯担保不超过 3 亿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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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卡乐担保不超过 2 亿元；对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和成都集佳科技有限
公司合计担保不超过 6 亿元（成都士兰和成都集佳可以在此担保总额内，根据各
自对资金的实际需求，切分担保额度。公司及成都士兰为成都集佳 3.5 亿元项目
融资长期贷款提供的担保，已经 2022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不包含在此担保额度范围内）。上述金额包含以前年度延续至 2022
年度的担保余额，且在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本公司为上述全资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在以上担保的总额度内所作出的担保均为有效。股东大会同时授权
董事长陈向东先生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和 2022 年 5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22-017、临 2022-023 和临 2022-033。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
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士兰集成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94 亿
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2.06 亿元，担保余额在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
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时间：2001 年 1 月 12 日
4、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0 号大街（东）308 号
5、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6、法定代表人：陈向东
7、营业期限：2001 年 1 月 12 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集成电路、半导体、分立器件（在许可证的有效期内经营）。
销售：集成电路、半导体、分立器件；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9、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士兰集成 98.75%的股权，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持
有士兰集成 1.2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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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财务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士兰集成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97,578
万元，负债为 96,591 万元，净资产为 100,987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165,985
万元，净利润为 11,105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士兰集成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00,753 万元，负
债为 92,394 万元，净资产为 108,359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90,365
万元，净利润为 6,531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书签署人（保证人）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3、债务人：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4、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署的《借款合同》，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
借款、商业汇票承兑、票据贴现或信用证等业务（以下统称“融资业务”），金额
总计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
本保证人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具体包括：
（1）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贷款、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
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
（2）债权人因履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所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
款义务而为债务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
金；
（3）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
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
（4）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
用。
（5）如主合同项下贷款系应债务人申请对旧贷、票据贴现款或信用证议付
款进行偿还或转化，或债权人应债务人申请，在保证责任期间内以新贷偿还主合
同项下信用证、票据等垫款债务的，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担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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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证方式
（1）本保证人确认对上述保证范围内的全部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
带保证责任。如债务人未按主合同及时偿还融资业务本息及相关费用，或债务人
发生主合同规定的任何一项违约事件，债权人有权直接向本保证人追索，而无须
债权人先行向债务人进行追索。
（2）债权人发出的索偿通知书是终结性的，本保证人对此绝无异议。对于
债务人拖欠债权人的款项，本保证人同意在收到债权人书面索偿通知之日起五日
内如数予以偿还，无须债权人出具任何证明。除非发生明显及重大错误，本保证
人接受债权人索偿通知书所要求的款项金额为准确数据。
债权人亦有权采取认为适当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传真、邮寄、专人送达、
在公众媒体上公告等方式对本担保人进行催收。
8、保证期间：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
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9、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否
10、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士兰集成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
求，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被担保人士兰集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度对全
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担保事项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和 2022 年 5 月 21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22-017、临 2022-023 和临 2022-033。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批准对外担保总额为 46.566 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2.65%。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
4/5

额为 34.1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5.38%；公司为参股公司厦门
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8.216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2.82%；公司为参股公司厦门士兰明镓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为 2.8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45%。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均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
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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