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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21-37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28.50 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54%，其中对奇虎 360 私有化项目提供的股权

质押担保总额为 26 亿元、对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1.29 亿元、对天津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0.60 亿元、

对海南龙艺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0.12 亿元、对海南紫禁殿

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0.49 亿元。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广视”）曾向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租赁公司”）申请 3 亿元融资，期

限为 3年，公司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视京呈通信（上海）有限公司对国安广视该

项融资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项融资目前本金余额（扣除保证金）为

14,833.83 万元。现国安广视与外贸租赁公司协商延期支付融资租赁租金，期限

延长为 4 年 6个月，并由公司提供补充担保。为支持国安广视发展，公司拟以所

持山东广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898%股权向外贸租赁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作为

上述融资的增信措施。 

国安广视曾向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租赁公

司”） 申请 2亿元融资，期限为 3 年，公司对国安广视上述融资提供了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并质押所持湘潭国安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46.43%股权作为增信

措施。上述融资目前本金余额（扣除保证金）为 6,828.57 万元。现国安广视与

远东租赁公司协商延期支付融资租赁租金，期限延长至 3 年 7个月，由公司继续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所持浏阳国安广电宽带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作为增信措施。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联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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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继续拓展业务规模，由于拓展呼叫中心新项目初期一次性投入资金较大，资

金回笼周期较长，鸿联九五拟向华夏银行继续申请 1亿元贷款授信额度作为经营

流动资金运转；鸿联九五子公司广东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深圳市

福田区天安车公庙工业区天经大厦 F3.8.6D 作为抵押物，鸿联九五子公司四川小

麦飞扬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成都青羊区广复路 239 号 31 栋 1 层 1 号作为抵押

物。为支持鸿联九五业务发展，公司拟为鸿联九五在华夏银行 1亿元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不超过 2年。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国安广视

网络有限公司向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向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6 年 08 月 13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明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 19 号第六层 6001A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75%，鸿信创新（天津）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25%。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10 月 09 日）；因特网络数据中心业务、呼叫中心业务、因特网接入业务、信

息服务业务；计算机信息传播网络工程、信息网络设计工程；产品信息咨询；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

术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

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旅游信息咨询；软件开发；软件咨询；技术推广；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 1.4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景区门票销售代理；体育赛事门票销售代理；文艺演出门票销售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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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信息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9.22 亿元，负债总额 6.37

亿元（银行贷款总额 0.5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6.36 亿元），净资产 2.85 亿元；202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9.11 亿元，利润总额 1.26 亿元，净利润为 1.03 亿元，

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8.81 亿元，负债总额 5.73

亿元（银行贷款总额 0.5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5.56 亿元），净资产 3.09 亿元；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5.12 亿元，利润总额 2987 万元，净利润为 2410

万元，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鸿联九五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二）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4 年 4月 23日 

注册资本：21,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霍光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北街 1号 6号楼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74.42%，岳阳市有线网络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9.30%、长沙国安广播电视宽带网络有限公司持股 9.30%、星燎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持股 4.65%、山东广电网络威海有限公司持股 2.33% 

主营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

理等。 

2、财务信息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13.83 亿元，负债总额 29.34

亿元（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28.86 亿元），净资产-15.51 亿元；

2020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07亿元，利润总额-12.51亿元，净利润为-12.51

亿元，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金额为 0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3.62 亿元，负债总额

29.66 亿元（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29.19 亿元），净资产-16.04 亿

元；2021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2348.34 万元，利润总额-5349.90 万元，净利

润为-5349.90 万元，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金额为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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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安广视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2020 年

6 月 1 日，国安广视因未履行北京仲裁委员会(2020)京仲裁字第 0336 号裁决，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名下子公司股权、房产等财产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冻结或轮候冻结（执行依据（2020）京 02 执 293号、（2020）京 02执 293 号

之一裁定书，申请执行人北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金额

21,911,764.81 元）。上述情况未对本次提供补充担保事项造成影响。 

为保证经营与业务的正常运转，国安广视同相关各方进行了大量沟通和协调

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公司对国安广视给予了大力支持。公司及国安广视未

来将继续大力发展业务、加强经营管理，尽早消除上述情况对国安广视造成的不

利影响。 

（三）上述子公司控制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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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于担保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山东广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资产类别：公司所持 1.1898%股权 

2、注册资本：465538.80 万元人民币 

3、标的权属：本公司没有对该项资产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没有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

事项。 

4、资产所在地：山东济南 

5、账面价值：公司所持 1.1898%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538.98 万元，最近一年

度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 15329.75 万元。 

（二）浏阳国安广电宽带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1、资产类别：公司所持 49%股权 

2、注册资本：7200 万元人民币 

3、标的权属：本公司没有对该项资产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没有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

事项。 

4、资产所在地：湖南浏阳 

5、账面价值：公司所持 49%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528 万元，最近一年度经审

计的账面价值为 5740.01 万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 

（二）担保期限：为鸿联九五担保期限为 2 年；为国安广视担保期限为债务

人对主合同项下债务全部清偿后。 

（三）担保金额：为鸿联九五的担保金额为 1亿元，为国安广视的担保金额

为 14,833.83 万元、6,828.57 万元。 

（四）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及所对应的应付租金、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法院费用、律师费、

执行费用、财产保全担保费及其它有关的费用），以及违约造成的损失。 

（五）具体内容以各方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一）上述担保是为了帮助控股子公司进行融资，促进国安广视信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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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展，拓展鸿联九五呼叫中心业务规模。 

（二）董事会对鸿联九五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

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被担保人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与信用状况

良好，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国安广视目前因外部融资受限，存在流动性困难，

业务开展受阻，公司对其偿债能力进行了谨慎评估，判断本次公司为其延期支付

融资租赁租金进行补充担保，有利于缓解国安广视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保证其经

营与业务的正常运转；由于本次是补充担保，公司总体对外担保风险敞口未扩大。 

（三）鸿联九五的少数股东鸿信创新（天津）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按其持股比例为本次担保事项提供同比例担保，鸿信创新（天津）信息技术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其所持鸿联九五 25%股权对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时，

鸿联九五以其所持有广东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和江西省鸿联九五信息产

业有限公司各 51%的股权对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国安广视的少数股东未按持股

比例为本次担保事项提供同比例担保，被担保方国安广视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未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为原融资担保事项提供了反担保。

公司认为上述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担保事项有利于控股子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54.7 亿元，对外

担保总余额为 32.8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5.92%。公司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28.5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54%。其中，公司对奇虎 360 私有化项目提供的股权质押担保总额为 26 亿元、

对海南龙艺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0.12 亿元、对海南紫禁殿

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0.49 亿元，前述担保将于到期后自动解除（详

见《关于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公告》2016-19、《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

公告》2019-54、《对外担保公告》2020-28）；公司对天津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0.60 亿元，该笔担保是其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时，公

司为其所做的担保，在公司失去其控制权时，受让方已为其担保事项提供了反担

保，该笔担保将于到期后自动解除（详见《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7-22）；公司对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1.29 亿元，

该笔担保是其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时，公司为其所做的担保，且中信国安集团有

限公司为其担保事项提供了反担保（详见《关于为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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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2010-43、《关于为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2011-03），该

笔担保的主债务已逾期，各方正在就相关事项进行协商。 

七、备查文件目录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