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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5         证券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2021-036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 年 4 月 27 日，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因业务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二三四五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络科技子公司”）、上海二三四五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移动科技子公司”）、上海二三四五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数据子公司”）、上海瑞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子公司”）、

上海二三四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保理子公司”）、上海洪昇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洪昇智能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15 亿元的担保，其中对上述全资子公司中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全资子

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5 亿元，对上述全资子公司中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

全资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 

前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 个月

内，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1,000 万元（其

中 150,000 万元的对外担保额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有

效期将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到期），实际已发生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5,800 万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15

亿元担保额度到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仍为人民币 151,000



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9,135,051,422.70 元的比例为 16.53%，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9,908,158,743.53 元的比例为 15.24%。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上述额度内办理担保相

关的全部手续及签署相关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03 月 16 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1-5 层 

法定代表人：罗玉婷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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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开发、销售，

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企业管理，市场信息咨询和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

意测验），日用百货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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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科技子公司系公司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网络科技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5,940,848,259.37

元，负债总额 2,126,492,829.68 元，净资产 3,814,355,429.69 元，资产负债率

35.79%。 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9,686,345.54 元，利润总额

35,254,630.36 元，净利润 32,992,098.61 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网络科技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5,839,430,705.56 元，负债总额 2,058,067,374.48 元，净资产 3,781,363,331.08

元，资产负债率 35.24%。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99,091,943.65 元，利润总

额 608,537,904.31 元，净利润 602,619,290.65 元（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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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二三四五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上海二三四五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07 月 01 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江东路 1666 号 4 幢 1013 室 

法定代表人：罗玉婷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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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日

用百货的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

得从事社会调研、社会调查、民意调查、民意测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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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科技子公司系公司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网络科技子公司持有

100%股份），信用状况良好。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移动科技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143,058,851.72

元，负债总额 39,944,146.43 元，净资产 103,114,705.29元，资产负债率 27.92%。

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41,453,527.39 元，利润总额 19,902,555.87 元，

净利润 18,377,043.88 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移动科技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127,108,543.57

元，负债总额 42,370,882.16 元，净资产 84,737,661.41 元，资产负债率 33.33%。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2,297,384.03 元，利润总额 65,982,695.74 元，净利

润 60,525,261.76 元（经审计）。 

 

3、上海二三四五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上海二三四五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31 日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665 号三层 

法定代表人：罗玉婷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从事大数据科技、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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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技术转让，数据处理服务，云平台服务，云基础设施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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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子公司系公司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网络科技子公司持有

100%股份），信用状况良好。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大数据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728,353,422.89 元，

负债总额 3,391,313.23 元，净资产 724,962,109.66 元，资产负债率 0.47%。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1,427.09 元，利润总额-3,677,904.39 元，净利润

-2,758,887.44 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大数据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730,187,698.06

元，负债总额 2,466,700.96 元，净资产 727,720,997.10 元，资产负债率 0.34%。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229,642.81 元，利润总额-11,779,803.18 元，净利

润-11,779,803.18 元（经审计）。 

 

4、上海瑞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上海瑞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01 月 22 日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耀华路 251 号一幢一层 1024 室 

法定代表人：施健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及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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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租赁子公司系公司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网络科技子公司持有

95%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二三四五（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5%股份），信用状

况良好。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融资租赁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1,115,731,394.94

元，负债总额 124,727,677.38 元，净资产 991,003,717.56 元，资产负债率

11.18%。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147,469.98 元，利润总额 304,744.84

元，净利润 228,558.64 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融资租赁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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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013,443.48 元，负债总额 133,238,284.56 元，净资产 990,775,158.92 元，

资产负债率 11.85%。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5,158,421.64 元，利润总额

25,186,856.63 元，净利润 18,989,162.31 元（经审计）。 

 

5、上海二三四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上海二三四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04 月 24 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1-5 层 

法定代表人：陈于冰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从事与本公司所受让的应收账款相关的应收账款融资、销售分账

户管理、应收账款催收、坏账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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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保理子公司系公司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子公司持有

100%股份），信用状况良好。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商业保理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813,212,682.89

元，负债总额 602,060,406.54 元，净资产 211,152,276.35 元，资产负债率

74.03%。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212,259.55 元，利润总额 6,011,450.90

元，净利润 4,508,588.18 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商业保理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654,030,371.47

元，负债总额 447,386,683.30 元，净资产 206,643,688.17 元，资产负债率

68.40%。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408,237.08 元，利润总额 7,495,731.21

元，净利润 5,621,798.41 元（经审计）。 

 

6、上海洪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上海洪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03 月 03 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临源街 750 号 5 幢 278F 

法定代表人：黄国敏 

注册资本：74,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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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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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从事智能科技、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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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昇智能子公司系公司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洪昇智能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2,166,586,507.05

元，负债总额 920,933,118.47 元，净资产 1,245,653,388.58 元，资产负债率

42.51%。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603,381.59 元，利润总额 5,477,751.40

元，净利润 4,159,108.49 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洪昇智能子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

2,264,061,436.32 元，负债总额 22,567,156.23 元，净资产 2,241,494,280.09

元，资产负债率 1.00%。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914,981.55 元，利润总额

116,603,719.15 元，净利润 119,732,723.14 元（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担保事项尚未签署正式的担保协议，待相关协议

签署完毕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

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财务状况和偿债

能力较好，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良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担保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因上述子公司为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未要求上述

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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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1,000 万元

（其中 150,000 万元的对外担保额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有效期将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到期），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135,051,422.70 元的比例为 16.53%，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 9,908,158,743.53 元的比例为 15.24%。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150,000 万元；控股子公司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不含对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为 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已发生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5,800 万元。其中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4,800 万元；控股子公司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法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

额（不含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为 0 万元。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15

亿元担保额度到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仍为人民币 151,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9,135,051,422.70 元的比例为 16.53%，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9,908,158,743.53 元的比例为 15.2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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