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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指 高鸿股份/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指 高鸿数据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指 高鸿信息 

大唐互联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指 武汉融合 

大唐融合（哈尔滨）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指 哈尔滨融合 

大唐智联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指 杭州融合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指 大唐融合 

大唐融合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指 无锡融合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指 高鸿鼎恒 

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指 高鸿鼎远 

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指 高鸿科技 

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指 高鸿通信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03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 2020 年

04 月 03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商

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高鸿鼎恒等向商业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03月 19 日、2020

年 04 月 0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

八届第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20 年 08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 2020 年

09 月 10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

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高鸿鼎恒、高

鸿鼎远等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08 月 25 日、 2020 年 09 月 1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21 年 02月 0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1 年 02 月

26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对下属

公司担保及下属公司间互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2021 年度公司对下属公司高

鸿科技、高鸿数据、高鸿信息、高鸿通信、武汉融合、哈尔滨融合、大唐融合、

无锡融合、杭州融合、高鸿鼎恒、高鸿鼎远担保及下属公司间互保额度预计不超

过 394,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02 月 10日及同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合同名称 审议金额 实际担保额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高鸿股

份 

高鸿鼎恒 最高额保证合同 15,000 1,000 14,000 

高鸿鼎恒 最高额保证合同 5,000 5,000 0 

高鸿鼎远 最高额保证合同 10,000 10,000 0 

大唐融合 最高额保证合同 

394,000 

2,000（注） 

382,000 

高鸿数据 最高额保证合同 10,000（注） 

上述担保的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注：实际担保金额为本次合同签署生效后担保期限内的金额（公司对大唐融

合与高鸿数据的本次担保合同担保期限为：2021 年 4 月 12日至 2022 年 4月 11

日）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05月 14 日 

注册地点：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19 号 5 幢 

法定代表人：丁明锋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IT 销售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05月 18日 

注册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 18号 160 室 

法定代表人：丁明锋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IT 销售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3.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 年 12月 16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26幢十层 1004 房间  

法定代表人： 孙绍利 

注册资本： 11,8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行业企业信息化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为其控股股东持有其 40.68%股权。 

4.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12月 4日 

注册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3区 3幢一层 

法定代表人：侯玉成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主营业务：行业企业信息化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二）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单位：元 

单位名称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高鸿鼎恒 1,759,773,949.60 1,046,989,737.54 712,784,212.06 1,334,274,366.99 23,694,205.50 17,714,908.20 

高鸿鼎远 724,184,717.19 436,489,384.97 287,695,332.22 611,079,651.66 20,330,106.77 15,247,337.07 

大唐融合 687,710,263.91 320,778,567.34 366,931,696.57 335,645,794.79 -27,300,299.96 -26,347,526.07 

高鸿数据 3,159,502,049.30 2,166,681,310.56 992,820,738.74 249,617,579.14 -65,985,930.10 -55,256,289.30 



 

（三）失信查询 

经查询，高鸿鼎恒、高鸿鼎远、大唐融合、高鸿数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兴业银行南京建邺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1 年 2月 25日至 2022年 1月 17 日 

合同金额：1,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600 万元 

2.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1 年 2月 8日至 2021 年 12月 28 日 

合同金额：5,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4,000 万元 

3.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1 年 2月 8日至 2021 年 12月 28 日 

合同金额：10,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8,000 万元 

4.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宁寺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1 年 4月 12日至 2022年 4月 11 日 

合同金额：2,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2,000 万元(2021 年 4月 12 日生效) 

5.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21 年 4月 12日至 2022年 4月 11 日 

合同金额：10,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10,000 万元(2021 年 4 月 12日生效) 

五、董事会意见 

高鸿鼎恒、高鸿数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高鸿鼎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高鸿鼎

恒的全资子公司；大唐融合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已在新三板挂牌，要求

其他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难度较高，故本次担保由公司全额担保，无其他股东提

供等比例担保；大唐融合及其大唐融合管理层股东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合同》，

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充分保障公司权益。故上述担保由公司全额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为人民币共计 176,749.1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5.2%。其

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298.90 万元，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高鸿(济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贵州大唐

高鸿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购房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0.84%。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04月 0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