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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41         证券简称：先进数通       公告编号：2021-053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提供担保后，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

公司”或“先进数通”）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31.4 亿元，提供担保余

额 1.60 亿，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0年 12月 31日数据）

16.15%。相关担保均为先进数通对全资子公司北京先进数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先进数通数字”）及全资子公司广州先进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先进数通”）的担保。提供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316.95%，被担保方先进数通数字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 83.76%，目前相关担保

无逾期债务、涉及诉讼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等情况。请投资者充分

关注相关担保风险。 

本次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定期会议，经

与会董事审议，以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

于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批准公司与先进数通数字共用 0.5亿授信额度，

公司与先进数通数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经

与会董事审议，以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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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其中《关

于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批准公司与先进数通数字共用 1.3亿授信额度，公

司与先进数通数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 2020 年 10 月 9 日公司 2020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批准向先进

数通数字提供 15亿元人民币担保；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20年第八次临时会议，经

与会董事审议，以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2020年 11月 11日公司 2020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批准向先进数通数字提供 14亿元人民币担保； 

公司于 2021年 2月 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经与

会董事审议，以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2021年 2月 25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该议案审议批准对先进数通数字预

计担保额度 9亿元人民币。本次担保为在预计额度内实际发生的担保。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经

与会董事审议，以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2021年 6月 9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该议案审议批准对广州先进数通预

计担保额度 3.5亿元人民币。本次担保为在预计额度内实际发生的担保。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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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5.05% 否  
广州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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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38.17% 0 

广州先

进数通 
100% 38.17% 0 13,000 

本次新增额度 5,000 万，同时金融机构将原针对先进数通数字的 13,000 万

元担保额度增加被担保方广州先进数通，增加后的总担保额度 18,000 万元由先

进数通数字及广州先进数通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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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增担保发生后，先进数通数字尚可使用担保预计额度 8.4 亿元，广州

先进数通尚可使用担保预计额度 1.7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先进数通数字 

1.1. 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先进数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02月 24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区科苑路 18号 1幢 A3户型一层 242室 

法定代表人：罗云波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云计算中心(限 PUE值在1.4以下);计算机维修;销售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迅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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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股权结构 

 

1.3. 先进数通数字成立于 2020 年，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745,694,224.28元，负债总额 624,621,260.04 元，（其中银行贷款 140,00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624,621,260.04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21,072,964.24元，营业收入 317,295,322.95 元，利润总额 1,613,406.01元，

净利润 1,189,250.94 元。 

1.4.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北京先进数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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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州先进数通 

2.1. 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先进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07月 25日 

注册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二路 79号万达广场 B1栋 701-706房 

法定代表人：林鸿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云计算中心(限 PUE值在1.4以下);计算机维修;销售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迅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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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股权结构 

 

2.3. 广州先进数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8,101,302.46 元、负债总额 25,996,695.80 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 15,000,0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10,996,695.80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

额 0 元、净资产 42,104,606.66 元、营业收入 11,526,237.79 元、利润总额

-217,857.23 元、净利润-217,857.23元。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4.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的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1年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广州先进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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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18000万元 

先进数通数字及广州先进数通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

对其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本公司拥有先进数通数字及广州先进

数通 100%权益，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针对先进数通数字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针对广州先进数通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发生额

度在上述审议额度范围内。 

公司本次为先进数通数字及广州先进数通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基于先进数通数字及广州先进数通的日常业务需求，先进数通数字及广州先

进数通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况。本公司拥有先进数通数字及广州先进数通 100%权益，本次担保

事项无需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供担保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31.4 亿元，提供担保余

额 1.60 亿，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0年 12月 31日数据）

16.15%。以上担保均为先进数通对全资子公司先进数通数字及广州先进数通的担

保。目前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无逾期债务，无涉及

诉讼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等情况。 

六、其他 

担保协议与 2021 年 6月 18日签署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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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

定期会议决议》、《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第三届董

事会 2020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第三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

议》、《第三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担保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6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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