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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600797              编号：2021-028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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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

公司 2021 年度为体系内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4,800 万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为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63,8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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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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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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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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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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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万元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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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浙江网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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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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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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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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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万元的担保，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担保，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担保，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上地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担保。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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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网新恩普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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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余杭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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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万元担保。 

6、公司为江苏网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网新”）在南京的浙

大网新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融资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00 万元的担保。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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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浙江网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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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浙江图灵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和浙江网新帮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共同为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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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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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担保。 

11、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为杭州云盈云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云盈”） 的银行融资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48,000 万元的担保。其中为杭

州云盈的余杭 ZH12 数据中心项目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半山支行的

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3,000 万元的担保，期限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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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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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万元 

（2）注册地：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7 号 6 幢 425 室 

（3）法人代表：陈健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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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处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零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家用电器销售及安装服

务；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034.86  

负债总额 41,165.03 

银行贷款总额 6,708.28  

流动负债总额 41,165.03 

资产净额 14,404.16  

资产负债率 72.18%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9,313.15 

净利润 1,550.52 

（6）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网新图灵 55%的股权。 

（7）担保说明：网新图灵一直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考虑

到公司对网新图灵有充分的控制权，为支持网新图灵的业务发展，公司拟为网新

图灵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的担保，并由网新图灵其他股东为本次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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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提供对应股权比例的反担保。 

2、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20700 万元 

（2）注册地：杭州市天目山路 226 号 4 楼 

（3）法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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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

程、通信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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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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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技术服务，

经营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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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531.19 

负债总额 56,592.92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56,592.92 

资产净额 26,589.80 

资产负债率 67.75%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343.58 

净利润 2,180.19 

（6）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网新系统 100%的股权。 

3、浙江网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52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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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层 610-1 室 

（3）法人代表： 沈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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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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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763.65 

负债总额 22,935.67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2,935.67 

资产净额 8,827.98 

资产负债率 72.21%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576.59 

净利润 2,319.66 

（6）关联关系：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网新电气 100%股权。 

4、北京晓通智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8000 万元 

（2）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院 1-4 号楼 5 层 A 座 05-

5A-502 号 

（3）法人代表： 陈锐 

（4）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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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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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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529.98 

负债总额 15,226.16 

银行贷款总额 4,707.00 

流动负债总额 15,226.16 

资产净额 8,303.82 

资产负债率 64.71%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995.48 

净利润 -194.95 

（6）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晓通智能 100%的股权。 

5、浙江网新恩普软件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10700 万元 

（2）注册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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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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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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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442.59 

负债总额 4,197.03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152.03 

资产净额 29,240.52 

资产负债率 12.55%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951.70 

净利润 5,595.06 

（6）关联关系：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网新恩普 100%股权。 

6、江苏网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9500 万元 

（2）注册地：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云密城 J 栋 15 层 

（3）法人代表：沈越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项目设计；施工专业作业；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勘察；互联网上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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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互

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智能水务系统开发；环保咨询服务；软件开发；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

维护服务；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 ；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环境保护监测；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非居民房

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工程管理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大数据服

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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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45.60 

负债总额 278.07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78.07 

资产净额 4,767.53 

资产负债率 5.51%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9.38 

（6）关联关系：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浙大网新科技江苏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江苏网新 51%股权。 

（7）担保说明：江苏网新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浙大网新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为

建设“浙大网新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设立的项目子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运

营。为满足项目建设支出需求，江苏网新拟向银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 45,000 万

元，公司拟为该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4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并由江苏网

新其他股东为本次担保责任向公司提供对应股权比例的反担保。 

7、淳安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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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基

础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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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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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48,390.35 

负债总额 27,864.08 

银行贷款总额 1,846.31 

流动负债总额 25,112.87 

资产净额 20,526.27 

资产负债率 57.58%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257.43 

净利润 5,272.24 

（6）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淳安华通 100%的股权。 

8、杭州云盈云数据有限公司 

（1）注册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 

（2）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超峰东路 2 号南楼 514

室  

（3）法人代表：石磊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机柜、服务器、计算机整机及配件；电信增值

业务；服务；信息咨询、数据处理和存储、网络技术开发、软件开发、软件设计；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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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996.23 

负债总额 17,004.37 

银行贷款总额 4,865.72 

流动负债总额 12,244.15 

资产净额 991.86 

资产负债率 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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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2.01 

注：杭州云盈于 2019 年 8 月设立，为 ZH12 数据中心项目的项目公司。 

（6）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杭州云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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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经调研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网新系统、网新电气、晓通智能、网新

恩普、淳安华通、杭州云盈的信誉良好，运作正常，偿债能力良好，担保风险

可控，一致审议同意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网新图灵一直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鉴于网新图灵信誉良

好、运作正常，考虑到公司对网新图灵有充分的控制权，且网新图灵其他股东

为本次担保责任向公司提供对应股权比例的反担保，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同意

公司为网新图灵提供担保。 

江苏网新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浙大网新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为建设“浙大网新

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设立的项目子公司。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且考虑到江

苏网新其他股东为本次担保责任向公司提供对应股权比例的反担保，担保风险

相对可控，同意公司为江苏网新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2,562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44%，其中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 32,56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44%，无逾期担保。公司

为子公司共同承担债务 5,4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25%。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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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新图灵、网新系统、网新电气、晓通智能、网新恩普、江苏网新、淳安华

通、杭州云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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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