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292          证券简称：吴通控股       公告编号：2019-046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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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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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江苏吴

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联科技”）、苏州市吴通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智能电子”）、上海宽翼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翼通信”）、

北京国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互联”）等 4 家子公司和北京安信

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捷”）、苏州力众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

众传媒”）等 2 家孙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转的需要，以及扩大融资渠道，

调整资产结构，上述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申请额度总计为人民币不超过

51,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贸易融资、信用证、保函

等），授信期限均为 1 年，具体融资金额将视上述各子公司及孙公司日常营运资

金的实际需求和按照资金使用审批权限相关规定来确定。同时，公司拟为上述各

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分别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被担保方 申请授信银行 授信额度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物联科技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埭支行 
5,000.00 5,000.00 1 年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000.00 3,000.00 1 年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3,000.00 3,000.00 1 年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3,000.00 3,000.00 1 年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2,000.00 2,000.00 1 年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苏

州分行 
1,000.00 1,000.00 1 年 

智能电子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埭支行 
1,000.00 1,000.00 1 年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000.00 3,000.00 1 年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3,000.00 3,000.00 1 年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1,000.00 1,000.00 1 年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1,000.00 1,000.00 1 年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苏

州分行 
1,000.00 1,000.00 1 年 

宽翼通信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埭支行 
3,000.00 3,000.00 1 年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3,000.00 3,000.00 1 年 

国都互联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埭支行 
6,000.00 6,000.00 1 年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5,000.00 5,000.00 1 年 

安信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2,000.00 2,000.00 1 年 

力众传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5,000.00 5,000.00 1 年 

合计 51,000.00 51,000.00 - 

注：①以上担保计划是公司各子公司及孙公司以拟向各家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基础，

与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定的预案，实际担保仍需各子公司及孙公司与相关银行进一步协商

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②公司持有宽翼通信 90%的股份、持有智能电子 80%的股份，对宽翼通信及智能电子

具有高度的决策权，能够做到风险可控。公司为宽翼通信、智能电子提供担保时将不再要求

其他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担保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苏吴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苏吴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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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国 

注册资本：7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 年 01 月 12 日 

营业期限：2016 年 01 月 12 日至******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物联网网络器件及设备、物联网终端器件及

设备；天线及相关模组产品、无线终端设备；射频同轴电缆、光缆及光纤、光通

信器件及终端设备；射频微波器件（连接器、避雷器、天馈附件、跳线）；通信

系统设备及终端设备；智能消费设备；信息系统集成和技术服务；天馈连接系统

与室分系统的集成和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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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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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2.22 12,910.24 

负债总额 11,011.84 9,556.76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3,390.38 3,353.49 

 2019 年度第一季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8,030.68 27,856.1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6.90 -3,1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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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物联科技原名为“江苏吴通连接器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完成名

称工商变更登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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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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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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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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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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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将由

公司及上述各子公司及孙公司与相应银行共同协商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

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相关机构意见 

1、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各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是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经营

流动资金周转的需要，以及扩大融资渠道，调整资产结构。公司为此提供担保属

于公司内部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目的是保证上述子公司及孙公司实际生产经营

的资金需求，支持各子公司及孙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努力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

利能力。上述各子公司及孙公司作为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资产质量优良，

此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此次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及孙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授信及担保

事项。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上述各子公司及孙公司向相应银行申请额度总计为人民

币不超过 51,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分别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行为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各子公司及孙公司作为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

定，资产质量优良，此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监事会认为此

次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孙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因

此，监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各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是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经

营流动资金周转的需要，以及扩大融资渠道，调整资产结构。上述 4 家子公司及

2家孙公司取得适当的银行授信额度有利于促进其现有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和新

业务的快速布局，对其生产经营具有积极的作用。各子公司及孙公司也制定了严

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够有效防范风险。同时，本次被担保的各子公司及孙公

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资产质量优良，公司为各子公司及孙公司向相应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分别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满足其实际经营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其健

康稳健发展，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和发展规划的需要。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同意公司为此提供担

保，并且同意将此项议案提请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孙公司累计对外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538.32

万元（不含本次对外担保计划），全部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对外担

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2%。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孙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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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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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