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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及 2017 年度新增对外担

保预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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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详见“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2017年度预计担保额度：86,000万元。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本次担保无需提供反担保。 

 本次年度担保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进一步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公司拟新

增对外担保预计额度不超过 86,000 万元（本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的续保及新

增担保）。本次新增对外担保预计额度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计划新增担保不超过

46,000 万元；全资子公司对公司计划新增担保不超过 4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表所示： 

 



 

序

号 
担保主体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新增担

保额度

上限

（万

元） 

担保

期限

上限 

1.  

子公司北京华扬

创想广告有限公

司 

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中关村西区支

行 

20,000 1 年 

2.  公司 
子公司北京捷报指向

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武

门支行 

1,000 1 年 

3.  公司 
子公司上海华扬联众

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35,000 2 年 

4.  公司 

子公司北京捷报指向

科技有限公司、子公

司上海华扬联众数字

技术有限公司、子公

司北京华扬创想广告

有限公司、子公司北

京派择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子公司北京博

大网联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子公司上海数

行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Hylink (USA) 

Digital Solution Co., 

不确定 10,000 1 年 



Ltd. 

5.  

子公司北京捷报

指向科技有限公

司、子公司上海

华扬联众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子

公司北京华扬创

想广告有限公

司、子公司北京

派择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子公司

北京博大网联信

息技术有限公

司、子公司上海

数行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公司 不确定 20,000 1 年 

上述担保行为的起始日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年度股东大

会之日止。 

新增人民币担保额度上限 86,000 万元，是基于对目前公司业务情况的预计，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授权有效期内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在各类担

保额度范围内可具体调剂使用额度。授权担保主体公司董事长签署担保相关文件，

具体的担保金额和期限将根据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确定。 

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前述担保事项的实际发生金额及履

行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贡院西街 6 号 E 座 15 层 

注册资本：16,000 万 

法定代表人：苏同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网络技术服

务；经济贸易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企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92,393.30万元，负债总额327,018.99

万元，净资产 65,374.31 万元，资产负债率 83.34%。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公司总资产 385,394.19 万元，负债总额 323,535.47 万元，净资产 61,835.89 万

元，资产负债率 83.96%。 

2. 北京捷报指向科技有限公司（“捷报指向”）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贡院西街 6 号 E 座 15 层 

注册资本：2,000 万 

法定代表人：苏同 

经营范围：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捷报指向 100%股权，捷报指向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捷报指向总资产 8,950.05 万元，负债总额 7,506.24 万元，净资产

1,443.81 万元，资产负债率 83.87%。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捷报指向总资

产 17,703.75 万元，负债总额 16,204.60 万元，净资产 1,499.14 万元，资产负

债率 91.53%。 

3. 上海华扬联众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华扬”）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曹新公路 1388 弄 8 号 7 幢 268 室 

注册资本：2,000 万 

法定代表人：苏同 



经营范围：从事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软件开发，摄影摄像服务（除冲扩），网络工程，商务咨询，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各类广告，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

告，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服装服饰、鞋帽、卫生用品、

化妆品、日用百货、文具用品、珠宝首饰、工艺品、家用电器、五金产品、电子

产品、照明灯具、电子元器件、数码产品、包装材料、机械设备、建材、摄影摄

像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

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体育用品及器材、纺织品、针织品及

原料、家具、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母婴用品（除食品）、办公用

品、家居用品、饲料及添加剂、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牛羊肉品），工艺

品、钟表、箱包、眼睛（除隐形眼镜）、汽车零部件、摩托车及零部件、仪器仪

表、橡塑制品、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包装种子、花卉苗木、一类医疗器械、二

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食品流通【批发商贸企

业（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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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上海华扬 100%股权，上海华扬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华扬总资产 64,767.52 万元，负债总额 66,310.38 万元，净资

产-1,542.86 万元，资产负债率 102.38%。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上海华扬总

资产 60,611.35 万元，负债总额 62,488.76 万元，净资产-1,877.41 万元，资产

负债率 103.10%。 

4. 北京华扬创想广告有限公司（“华扬创想”）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7 号光华长安大厦 1 座 5 楼 01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苏同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华扬创想 100%股权，华扬创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华扬创想总资产 13,374.23 万元，负债总额 10,327.93 万元，净资



产 3,046.30 万元，资产负债率 77.22%。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华扬创想总

资产 10,411.74 万元，负债总额 7,303.46 万元，净资产 3,108.28 万元，资产负

债率 70.15%。 

5.北京派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派择网络”）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贡院西街 6 号及甲 6 号 E 座 7 层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海龙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派择网络 100%股权，派择网络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派择网络总资产 7,985.37 万元，负债总额 5,830.30 万元，净资产

2,155.07 万元，资产负债率 73.01%。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派择网络总资

产 5,476.01 万元，负债总额 3,544.88 万元，净资产 1,931.13 万元，资产负债

率 64.73%。 

6. 北京博大网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博大网联”）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7 号 5 层 02 

注册资本：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季晨 

经营范围：网络技术服务；代理发布广告；信息咨询（除中介服务）；销售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博大网联 100%股权，博大网联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博大网络总资产 12,629.01 万元，负债总额 11,951.18 万元，净资

产 677.83 万元，资产负债率 94.63%。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博大网联总资

产 6,660.18 万元，负债总额 5,850.59 万元，净资产 809.59 万元，资产负债率

87.84%。 



7. 上海数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上海数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 1661 弄 39 号 2006 室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苏同 

经营范围：企业形象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商务咨询，从事网络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网络工程，软件开发，设计、

制作、代理各类广告，服装服饰、纺织品、鞋帽、卫生用品、母婴用品（除食品）、

洗涤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卫生用具、珠宝首饰、家用电器、五

金工具、电子产品、照明灯具、电子元器件、数码产品、包装材料、工艺品（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办公用品、文体用品的销售，食品流通【批发 非实物

方式：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子

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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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上海数行 100%股权，上海数行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数行总资产 1,148.26 万元，负债总额 500.69 万元，净资产

647.57 万元，资产负债率 43.60%。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上海数行总资产

1,392.26万元，负债总额1,038.40万元，净资产353.86万元，资产负债率74.58%。 

8．Hylink (USA) Digital Solution Co.,Ltd.(“Hylink (USA)”) 

注册地：8th Floor, 225 Santa Monica Boulevard,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90401 

注册资本：1 美元 

董事：孙学、Humphrey Ho 

公司持有 Hylink (USA)100%股权，Hylink (USA)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Hylink (USA)总资产 1,562.56 万元，负债总额 133.13 万

元，净资产 1,429.43 万元，资产负债率 8.52%。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

总资产 1,411.76 万元，负债总额 403.31 万元，净资产 1,008.45 万元，资产负

债率 28.57%。 

 

三、 年度预计担保的主要内容 



    上述被担保公司与子公司目前尚未与银行等相关方签订担保合同或协议，实

际担保金额将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时，公司可通过子公司作为

具体担保合同的担保主体，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另行约定。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制度文件，就公司为下属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及相关担保合同履行内部审批程序，控制公司财务风险。 

 

四、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2017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

的生产经营及长远发展，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新增担保不超过 46,000 万元；

全资子公司对公司计划新增担保不超过 40,000 万元，2017 年度合计提供担保不

超过人民币 86,000 万元。 

 

五、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新增对外担保预计额度考虑了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金需求，符

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截

至目前，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和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投资

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六、 累计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292.1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3.51%，均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子公司向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4,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2.01%。公司及公司全资子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