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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600797               编号：2019-025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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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

2019 年度为体系内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1,000 万元的融资担

保，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280 万元的融

资担保，具体包括： 

1、 公司为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图灵”）提

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担保。其中为网新图灵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朝晖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担保，在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担保，在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担保，在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担

保。 

2、 公司为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系统”）提供余额不

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担保。其中为网新系统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6,000 万元的担保，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担保，在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担保。 

3、 公司为北京晓通智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晓通智能”）提供余

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担保。其中为晓通智能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

石桥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担保，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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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北京分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担保。 

4、 公司为浙江网新恩普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恩普”）提供余额不

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担保。其中为网新恩普在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的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担保，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湖支行的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的担保，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余杭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担保。 

5、 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为浙江网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

新电气”）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3,600 万元的担保。其中为网新电气在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800 万元

的担保，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大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800 万元的担保。 

6、 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为浙江网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

新信息”）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3,000 万元的担保。 

7、 浙江网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浙江网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为浙大网

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的融资

提供不超过 6,000 万元的担保。 

8、 浙江图灵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为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

元的担保。 

9、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为淳安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淳安华通”）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的融资提供余额不超

过人民币 7,680 万元的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之日止。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 

（2）注册地：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7 号 6 幢 42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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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陈健 

（4）经营范围：自动化办公系统、教育及商用系统网络和通讯软件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自动化系统、通讯软件工程的设

计、安装、承包；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销售及维修；LED 照明灯具的研发、销售，

经营进出口业务，合同能源管理，家用电器、智能家居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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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071.03 

负债总额 37,813.22 

银行贷款总额 5,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7,813.22 

资产净额 12,335.57 

资产负债率 74.04% 

  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94,691.15 

净利润 863.72  

（6）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网新图灵 55%的股权。 

 

2、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20,700 万元 

（2）注册地：杭州市天目山路 226 号 4 楼 

（3）法定代表人：沈越 

（4）经营范围：软件开发与服务信息化、智能化工程、系统工程、机电工

程设计、承包、安装与服务，工程咨询与管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产品、通信设

备、控制设备、电子产品及其辅助设备的开发设计、服务和自产产品销售，通讯

设备维修，通讯网络维护。 

（5）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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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978.21 

负债总额 49,046.44 

银行贷款总额 3,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9,046.44 

资产净额 23,673.07 

资产负债率 67.21% 

  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618.59 

净利润 2,511.13 

（6）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网新系统 100%的股权。 

 

3、北京晓通智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8,000 万元 

（2）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院 1 号楼 A 座 04-4A 

（3）法定代表人：陈锐 

（4）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加工

计算机软硬件；货物进出口；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

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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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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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150.36 

负债总额 18,712.36 

银行贷款总额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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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总额 18,712.36 

资产净额 8,438.00 

资产负债率 68.92% 

  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741.33 

净利润 65.72 

（6）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晓通智能 100%的股权。 

 

4、浙江网新恩普软件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5,700 万元 

（2）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2101-6 室  

（3）法定代表人： 沈越 

（4）经营范围：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求信息；开展职业介绍；

开展人才信息咨询。（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网络、通信设备、数据处理技术；设计、

安装、施工；小区、楼宇弱电工程、网络安全监控工程；批发、零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广播电视器材、五金工具；其他无需报经审

批的一切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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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517.69 

负债总额 10,215.00 

银行贷款总额 3,500.00 

流动负债总额 9,995.23 

资产净额 20,359.93 

资产负债率 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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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330.20 

净利润 5,555.06 

（6）关联关系：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网新恩普 100%的股权。 

 

5、浙江网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1,250 万元 

（2）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大街 326 号 1 幢 01 室 1 号楼 6

层 610-1 室 

（3）法定代表人：沈越 

5、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成果转让；计算机软

件、信息技术、信息系统集成、物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咨询及技术服

务，智能交通系统、建筑智能化系统、城市及道路照明系统、节能系统、通信系

统、信息安全系统、安全防范系统、铁路电务系统、工业自动化系统的设计、研

发、销售、安装、技术及售后服务；机电设备、电气设备、控制设备、电子产品

的设计、生产、安装、销售及技术服务，智能化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

施工、咨询、技术及售后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

材、配件制造，交通安全设备制造，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设备维修

服务，从事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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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360.35 

负债总额 27,203.91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27,203.91 

资产净额 6,156.44 

资产负债率 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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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732.29 

净利润 4,094.32 

（6）关联关系：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网新电气 100%的股权。 

 

6、浙江网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4,000 万元 

（2）注册地：杭州市西园一路 18 号 A 楼 1503 室 

（3）法定代表人： 陈志武 

（4）经营范围：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智能化工程、系统工程、机电工程

的设计、安装与服务，工程咨询与管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产品、通信设备、

控制设备、电子产品及其辅助设备的销售、开发、设计与服务，从事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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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534.17 

负债总额 11,703.53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1,703.53 

资产净额 6,830.65 

资产负债率 63.15% 

  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80.60 

净利润 596.93 

（6）关联关系：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网新信息 100%的股权。 

 

7、公司名称：淳安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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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资金： 人民币 10000 万元 

（2）注册地：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珍珠八路 39 号 1 幢  

（3）法人代表：郑晓林 

（4）经营范围：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不含互联网

资源协作服务)(凭证经营),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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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160.57 

负债总额 19,644.76 

银行贷款总额 7,680.00 

流动负债总额 19,134.06 

资产净额 28,515.81 

资产负债率 40.79% 

  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767.58 

净利润 8,960.42  

（6）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淳安华通 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

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调研认为网新图灵、网新系统、晓通智能、网新恩普、网新电气、

网新信息、淳安华通的信誉良好，运作正常，偿债能力良好，一致审议同意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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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37,505 万元，其中对外担保余

额 5,000 万元，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 32,50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8.35%，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网新图灵、网新系统、晓通智能、网新恩普、网新电气、网新信息、淳安华

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