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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子公司、孙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吴通控股”)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孙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提供借款事项概述 

1、借款对象：全资子公司北京国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互

联”）、全资孙公司北京安信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捷”）、控股子

公司上海宽翼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翼通信”）、控股子公司苏

州市吴通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电子”）、孙公司广州新蜂菲德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新蜂”）、全资孙公司苏州力众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力众传媒”）； 

2、提供借款额度：国都互联不超过 15,000 万元人民币；安信捷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宽翼通信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智能电子不超过 8,500 万元人

民币；广州新蜂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力众传媒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

借款额度实行总量控制，循环使用，即提供借款后即从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

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3、资金主要用途：公司对国都互联、安信捷、宽翼通信、智能电子、广州

新蜂、力众传媒提供的借款主要用于补充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等； 

4、资金使用费的收取：对国都互联、安信捷、宽翼通信、智能电子、广州

新蜂、力众传媒提供的借款，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利息； 

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借款期限：自本次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期限； 

7、审批程序：本次借款由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单方提供借款，宽翼通信、智

能电子其他少数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借款；本次提供借款事项已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提供借款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提供借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8、借款协议：本次提供借款事项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

与国都互联、安信捷、宽翼通信、智能电子、广州新蜂、力众传媒签订相关借款

协议。 

二、提供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一）北京国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国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58 号慧科大厦三层 B 室 

法定代表人：黄威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02 月 12 日 

营业期限：2007 年 02 月 12 日至 2027 年 02 月 11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计算机

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互联

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ＢＢＳ以

外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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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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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9.03.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54,568.15 54,115.78 

负债总额 11,135.49 16,740.2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43,432.66 37,375.58 

 2019 年第一季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44,721.85 166,314.06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057.09 17,937.99 

注：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北京安信捷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安信捷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丙 18 号院 1 号楼 4 层 402 

法定代表人：易超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5 月 25 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05 月 25 日 2032 年 05 月 24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计算机

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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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9.03.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7,485.55 6,818.93 

负债总额 1,365.44 1,471.2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6,120.11 5,347.66 

 2019 年第一季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4,910.81 23,066.93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83.13 2,451.09 

注：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上海宽翼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宽翼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乙楼 2026 室 

法定代表人：周方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 年 2 月 27 日 

营业期限：2009 年 2 月 27 日至 2029 年 2 月 26 日 

经营范围：从事通信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不含分割、焊接、酸洗或有

机溶剂清洗工艺），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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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9.03.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16,854.04 18,495.67 

负债总额 6,045.52 7,395.3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10,808.52 11,100.30 

 2019 年第一季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6,778.71 27,485.0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95.09 95.88 

注：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苏州市吴通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苏州市吴通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苏州市相城经济开发区漕湖街道太东路 2596 号 

法定代表人：万卫方 

注册资本： 2000.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5 月 26 日至****** 

经营范围：研发：智能电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电子元件及组件、电

子产品（禁止设置金属蚀刻、钝化、电镀工艺；禁止生产废水排放磷、氮污染物；

禁止从事放射性、高毒、高危粉尘）；销售：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包装材料。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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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9.03.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7,977.66 6,815.90 

负债总额 7,775.04 6,191.62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202.62 624.28 

 2019 年第一季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050.72 1,848.13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21.66 -1,108.30 

注：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广州新蜂菲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州新蜂菲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68 号 5801 房（部位：J）（仅限办公用

途） 

法定代表人：王明欢 

注册资本：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 年 4 月 16 日 

营业期限：2018 年 4 月 16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广告业；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网络

安全信息咨询；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电子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零售；企业管理服

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群众参与的文艺类演出、比赛等公益性文化活

动的策划；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务（大型活动指晚会、运动会、庆典、艺术和模

特大赛、艺术节、电影节及公益演出、展览等，需专项审批的活动应在取得审批

后方可经营）；企业形象策划服务；公司礼仪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商

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软件服务；技术进出口；会议及展览服务；

通信系统工程服务；软件开发；市场营销策划服务；软件批发；商品零售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卫星通信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市场调研服务；商品信

息咨询服务；通信工程设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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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   目 2019.03.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27,659.21 12,139.01 

负债总额 27,643.88 11,424.44 

所有者权益 15.32 714.56 

 2019 年第一季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6,750.25 14,339.48 

净利润 -744.58 -1,325.44 

注：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9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互众广告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本次收购完成后，互众广告持有广州新

蜂的股权比例由 51.00%提升至 100.00%。 

（六）苏州力众传媒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苏州力众传媒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湖街道春兴路 59 号 

法定代表人：庞迎利 

注册资本：5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9 年 02 月 22 日 

营业期限：2019 年 02 月 22 日至 2049 年 02 月 21 日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网络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



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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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指标 

力众传媒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3,077.94 

负债总额 79.15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2,998.79 

 2019 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75.9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21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提供借款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拟为集团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国都互联、安信捷、宽翼通信、智能电子、

广州新蜂、力众传媒提供借款，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的，国都

互联、安信捷、宽翼通信、智能电子、广州新蜂、力众传媒目前经营稳定，且建

立了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此次借款对象均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公司对借款对象日常经营拥有绝对控制权，此次借款行为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

围之内。公司将在提供借款的同时，按照《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

理制度》、《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资金往来管理办法》、《吴通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加强对上述子公司、孙公司的经营管理，

对其实施有效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上述提供借款的

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意见 



全体董事经审议后认为：公司本次向国都互联、安信捷、宽翼通信、智能电

子、广州新蜂、力众传媒提供借款旨在节约公司融资成本，降低财务费用，进一

步提高公司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借款内容及决策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借款

对象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此次提供借款行为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

内，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此次向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及孙公

司提供借款。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向全资子公司国都互联、

全资孙公司安信捷，控股子公司宽翼通信、智能电子，孙公司广州新蜂，全资孙

公司力众传媒提供借款，有助于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并降低其融资成

本，且公司有能力对子公司及孙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该提供借款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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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相关制度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上述子公司提供借

款事项，并同意将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提供借款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提供借款余额为 27,090.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02%，全部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借款事项。其

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借款余额为 15,590.00 万元，子公司对下属控股公司的

借款余额为 11,500.00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对外借款。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