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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0         证券简称：安控科技        公告编码：2019-067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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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概述 

根据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经营计划

安排，为了满足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需

求，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

民币 255,855 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司分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包括：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以下简称“克

拉玛依分公司”）、浙江安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安控”）、陕西安

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安控”）、北京泽天盛海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泽天盛海”）、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望智能”）、西安安控鼎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控鼎辉”）、杭州

青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青鸟”）、杭州安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安控”）、郑州鑫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鑫胜”）

及江苏景雄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景雄”）。 

融资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凌先生及其配偶

的担保或反担保、公司股东董爱民及其配偶的担保或反担保、控股子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配偶的担保或反担保、公司或子公司固定资产抵押担保、公司或子公

司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及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等。 

上述授信总额及担保事项最终以相关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审批为准，各

银行实际授信额度及担保金额可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的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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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之间相互调剂，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

实际资金需求进行银行借贷。上述担保事项的具体担保期限以与相关银行签订的

担保协议为准，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根据

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公司授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凌先生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定

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在批准的授信额度内签署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2019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以及为公司（含下属分公司）、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相关的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本次授信额度及相应的担保授权期限自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不须另行召

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关联关系 

（1）俞凌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股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股份 222,547,9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25%。 

（2）董爱民先生为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股份 47,697,5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且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同时克拉玛依分

公司、陕西安控、东望智能、安控鼎辉、杭州青鸟、郑州鑫胜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

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

联董事俞凌先生、董爱民先生等 2 人回避了该事项的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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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9号院6号楼 

（3）法定代表人：俞凌 

（4）注册资本：95844.4424万元 

（5）成立日期：1998年09月17日 

（6）营业期限：2007年10月09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及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销售开发后的产品、可编程控制器、机械电器设备、

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通讯设备（含无线数据通信设备）、照相器材、文化办

公设备、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安全技

术防范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计算机系统服务；生产环

保监测仪器、污染治理设备、计算机及外部设备、通讯设备、油气自动化和环境

在线检测仪器仪表、RTU（远程测控单元）；燃烧器控制系统制造和维修（限在

外埠从事生产活动）；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有效期至2020年12月02日）；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有效期至2021年09月11日）。 

（8）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682,681,673.48 4,247,719,886.74 

负债总额 3,116,743,689.00 2,668,991,703.13 

净资产 1,565,937,984.48 1,578,728,183.61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753,609,583.33 1,766,370,972.14 

利润总额 21,223,843.14 191,718,702.78 

净利润 16,660,708.85 164,542,498.79 

注：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 

2、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 

（1）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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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场所：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阿山路40号 

（3）负责人：王军 

（4）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5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建材、

化工产品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及服务；建筑专

业承包。 

（8）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715,626.16 17,829,085.12 

负债总额 12,479,870.61 13,565,741.59 

净资产 7,235,755.55 4,263,343.53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1,552,356.12 16,801,975.61 

利润总额 2,987,641.28 4,086,606.72 

净利润 2,972,412.02 4,109,255.11 

注：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 

3、浙江安控科技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东部国际商务中心 2 幢 1502 室 

（3）法定代表人：陆凤鸣 

（4）注册资本：肆亿元整 

（5）成立日期：2013 年 05 月 14 日 

（6）营业期限：2013 年 05 月 14 日至 2033 年 05 月 13 日止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环保监测仪器、污染治

理设备、计算机及外部设备、通讯设备；批发、零售：环保设备、电子产品、通

讯设备（除国家专控）、照相器材、办公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化工

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安控为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公司持有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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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控 100%股权。 

（9）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45,086,678.07 1,261,986,995.55 

负债总额 875,726,424.18 766,756,801.14 

净资产 469,360,253.89 495,230,194.41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60,237,124.87 454,952,118.66 

利润总额 -12,559,344.70 33,719,008.47 

净利润 -10,604,550.84 29,484,832.17 

注：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 

4、陕西安控科技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56号 

（3）法定代表人：庄贵林 

（4）注册资本：柒仟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4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经营范围：房屋租赁；房屋租赁；仪器仪表自动化产品生产；安全评

价；仪器仪表自动化产品研发、销售；自动化系统集成和技术服务；油气田地面

工程建设；油气田技术服务；钻井技术服务；环保评价；软件开发；机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燃烧器控制系统的制造及维修；电气配件、计算机软件、油田及天然

气设备、测量及控制系统设备、光缆、电线电缆的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

营（国家限制、禁止和须经审批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陕西安控为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公司持有陕西

安控100%股权。 

（9）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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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25,080,197.00 183,623,488.36 

负债总额 201,308,152.21 152,378,236.43 

净资产 23,772,044.79 31,245,251.93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0,289,290.61 46,457,547.83 

利润总额 -9,573,848.20 -7,042,670.51 

净利润 -8,147,653.25 -5,821,096.40 

注：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 

5、北京泽天盛海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C区7号楼二层201

室 

（3）法定代表人：王锦兵 

（4）注册资本：2550万元 

（5）成立日期：2007年05月15日 

（6）营业期限：2007年05月15日至2027年05月14日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生产仪器仪

表（限分支机构经营）；维修仪器仪表（限分支机构经营）；为石油天然气的开

发提供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泽天盛海为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公司持有泽天

盛海100%股权。 

（9）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72,029,671.92 346,381,670.23 

负债总额 249,566,605.38 235,954,224.28 

净资产 122,463,066.54 110,427,445.95 



7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50,902,426.64 180,401,821.27 

利润总额 13,986,644.85 41,122,437.60 

净利润 11,898,396.75 34,772,479.51 

注：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 

6、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茶亭庵村（新兴工业区） 

（3）法定代表人：刘伟 

（4）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5）成立日期：2009 年 01 月 06 日 

（6）营业期限：2009 年 01 月 06 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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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智能楼宇系统集成、

安防系统工程、监控系统工程的施工；监控设备、通信设备的销售及安装、维护；

监控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网络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研发、销售及售后

服务；设备租赁服务。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望智能为公司控股一级子公司，公司持有东望

智能 70%股权。 

（9）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69,921,178.14 475,836,947.82 

负债总额 631,198,264.91 360,636,820.71 

净资产 138,722,913.23 115,200,127.11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90,425,917.63 349,242,486.27 

利润总额 27,489,253.73 54,131,123.45 

净利润 23,522,786.12 53,367,190.53 

注：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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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安安控鼎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 33 号新汇大厦 1 幢 2 单元 B1702 室 

（3）法定代表人：王彬 

（4）注册资本：捌仟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6 年 06 月 03 日 

（6）营业期限：2016 年 06 月 03 日至 2046 年 05 月 26 日 

（7）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通信工程的设计、

施工；计算机系统集成工程、监控工程、弱电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维护；计算机

信息技术服务、咨询及技术转让；网络设备的租赁；计算机软硬件、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计算机网络设备、建筑材料、电脑及配件、移动通信、办公自动化设

备的销售；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设计与应用；信息咨询服务；视听设

备、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的开发、生产、销售、调试、安装及技术服务；家

电维修；机电设备销售与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及施工；不动产的租赁

服务；网元租赁。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控鼎辉为公司控股一级子公司，公司持有安控

鼎辉 51%股权。 

（9）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19,243,191.82 404,076,982.13 

负债总额 305,699,074.03 319,715,757.22 

净资产 113,544,117.79 84,361,224.91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20,887,130.30  288,035,140.44  

利润总额 33,085,505.06 49,417,126.69 

净利润 27,730,368.19 42,316,984.15 

注：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 

8、杭州青鸟电子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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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所：拱墅区湖墅南路 103 号百大花园 B-1604 

（3）法定代表人：刘伟 

（4）注册资本：壹亿零陆佰万元整 

（5）成立日期：2002 年 01 月 31 日 

（6）营业期限：2002 年 01 月 31 日至 2032 年 01 月 30 日止 

（7）经营范围：监控设备、计算机、电子元件、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弱

电系统设备的销售；保险柜、枪支弹药专用保险柜的技术开发、销售；弱电工程

的设计、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电

子工程的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青鸟为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公司全资一级

子公司浙江安控持有杭州青鸟 100%股权。 

（9）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75,722,035.13 319,014,550.80 

负债总额 306,987,398.50 250,757,765.16 

净资产 68,734,636.63 68,256,785.64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29,131,837.27 277,952,434.32 

利润总额 538,183.38 19,548,804.13 

净利润 428,791.42 17,318,823.89 

注：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 

8、杭州安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2）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富闲路 9 号银湖创新中心 1 号楼

1006 室 

（3）法定代表人：陆凤鸣 

（4）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5）成立日期：2008 年 0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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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营业期限：2008 年 07 月 17 日至 2028 年 07 月 16 日 

（7）经营范围：环境监测设备系统集成；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维护；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及外围设备、机械电器设备、办公设备、建筑材料、化工产品（除

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五金交电、通讯设备（除无线发射设备）、环保

监测设备配套材料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

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技术咨询服务；环境工程、污水治理工程、大气污染防治

工程、垃圾处理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水利工程施工；（分支机

构经营场所设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江南路 178 号，经营范围：E680X

数据采转输仪、E681XTOC 在线监测仪、E682XCOD 在线监测仪生产）。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安控为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公司全资一级

子公司浙江安控持有杭州安控 100%股权。 

（9）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4,721,258.27  161,845,129.73  

负债总额 128,897,875.64  93,003,466.55  

净资产 65,823,382.63  68,841,663.18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50,536,029.66  66,996,049.07  

利润总额 -3,626,613.30  461,078.66  

净利润 -3,092,449.97  856,579.28  

注：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 

9、郑州鑫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椿路55号企业加速器产业园D8-6号

楼 

（3）法定代表人：高国勇 

（4）注册资本：捌佰伍拾贰万圆整 

（5）成立日期：2002年11月06日 

（6）营业期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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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粮情测控系统生产、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验仪器（不含医

用）、家用电器、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仓

储设备；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经营）。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州鑫胜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公司全资一级

子公司浙江安控持有郑州鑫胜51%股权。 

（9）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7,568,221.52 192,212,446.52 

负债总额 158,754,491.26 157,571,172.30 

净资产 38,813,730.26 34,641,274.22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0,532,992.16 90,049,871.45 

利润总额 4,659,300.32 10,527,762.70 

净利润 4,140,920.28 9,033,403.62 

注：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 

10、江苏景雄科技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枫南路1258号10幢5楼 

（3）法定代表人：薛鹏 

（4）注册资本：2050万元整 

（5）成立日期：2000年08月28日 

（6）营业期限：2000年08月28日至****** 

（7）经营范围：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的技术服务；承接建筑智能化系统

工程，电子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程，建筑装饰装修

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建筑劳务分包；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和

销售，计算机硬件维修；批发零售：五金交电、百货、工艺品。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景雄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公司控股一级

子公司安控鼎辉持有江苏景雄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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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3,241,535.82 33,456,124.32 

负债总额 18,777,663.54 14,688,216.82 

净资产 24,463,872.28 18,767,907.50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6,758,558.20 36,237,220.09 

利润总额 4,826,015.35 -328,322.35 

净利润 3,678,607.65 -260,991.13 

注：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克

拉玛依分公司、浙江安控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安控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泽天盛海

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安控鼎辉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杭州青鸟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安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郑州鑫胜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江苏景雄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5,855 万元（含）（其中，尚未履行完毕的

综合授信额度为 141,405 万元，新增综合授信额度为 114,450 万元）。 

3、融资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凌先生及其

配偶的担保或反担保、公司股东董爱民及其配偶的担保或反担保、控股子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的担保或反担保、公司或子公司固定资产抵押担保、公司或

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及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等。 

4、担保期限：以与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担保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公司股东

或/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对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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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

本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

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申请授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关联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情况 

1、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审批通过的

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83,000 万元（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全部担保），

其中已发生的有效对外担保总额为 101,904 万元，全部为公司（含下属分公司）

与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即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

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201.86%。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全部担保生效后，公司（含下属分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的累计审批通过的担保总额为 255,855 万元，均为公司（含下属分公司）与其

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即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

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182.50%。 

2、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俞凌先

生已发生的有效关联担保总额为 8,640 万元（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全部担

保）。 

（2）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董爱民

先生已发生的有效关联担保总额为 3,300 万元（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全部

担保）。 

3、逾期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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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