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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 年 1 月 5 日，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利欧股

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授信规模及担保额

度的议案》，现将担保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的规

定，综合考虑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现金流状况，确定从本次担保

议案经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以下简称“担保额度有效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发生的担保事项如下： 

1、担保额度有效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不超过76.97亿元人民币，即，担保额度有效期内任何时点公司及子公

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不超过76.97亿元人民币。76.97

亿元担保额度分为涉及金融机构的担保额度35.37亿元和涉及业务的担保额度

41.60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涉及金融机构的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人 性质 担保额度（万元）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5,700 

利欧集团湖南泵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5,000 

利欧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大连利欧华能泵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6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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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47,000 

北京微创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4,000 

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00 

琥之珀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 

上海聚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 

上海利欧卡啦沙广告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 

利欧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 

利欧万圣（上海）广告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 

上海沃动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 

上海氩氪广告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 

合计 353,700 

（2）涉及业务的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人 性质 担保额度（万元） 

利欧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3,000 

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江苏大网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8,000 

北京微创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北京微创时代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全资子公司分公司 5,000 

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60,000 

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40,000 

合计 416,000 

注：上述涉及金融机构的担保主要指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而发生的担保；涉及

业务的担保指数字营销业务中媒体端对公司提供的信用额度支持而发生的担保。 

2、担保额度有效期内，子公司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

超过 2亿元人民币，涉及公司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授信担保。 

3、以上担保事项的确定期间为自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 2022 年度授信规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之日起至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4、在以上额度和期限内，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担保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 年 5 月 21 日 

注册资本：675,480.4205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相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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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岭市滨海镇利欧路 1 号 

经营范围：泵、园林机械、清洁机械设备、电机、汽油机、阀门、模具、五

金工具、电气控制柜、成套供水设备、农业机械、机械设备、环保设备、电器零

部件及相关配件的生产、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企业营

销策划，进出口经营业务，实业投资。 

2020年，利欧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1,554,786.79万元，净利润 477,247.55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利欧股份资产总额为 1,925,787.50 万元，净资产为

1,297,725.18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2021 年前三季度，利欧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1,444,822.06 万元，净利润-8,857.06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利欧股份资产总额为 2,003,595.20 万元，净资产

为 1,275,069.85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2、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浙江泵业”） 

成立时间：2015 年 12 月 23 日 

注册资本：69,369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颜土富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 1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电机制造；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

（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模具制造；金属工具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水资

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制造；农林

牧渔机械配件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电器辅件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

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农业机械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安防

设备制造；智能水务系统开发；市政设施管理；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劳动

保护用品生产；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阀门和旋塞销售；模具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林、牧、

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机

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器辅件销售；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

（非医用）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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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节能管理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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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

医用口罩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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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浙江泵业实现营业收入 196,541.48 万元，净利润 450,215.28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泵业资产总额为 953,473.68 万元，净资产为

604,767.15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2021 年前三季度，浙江泵业实现营业收入 232,255.84 万元，净利润-25,814.10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浙江泵业资产总额为 979,298.43 万元，净资产为

578,595.20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3、利欧集团湖南泵业有限公司（“湖南泵业”） 

成立时间：2000 年 11 月 8 日 

注册资本：43,69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腾伟 

注册地址：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示范区九华大道 9 号 

经营范围：泵、园林机械、电机、汽油机、阀门、模具、五金工具、电气控

制柜、成套供水设备、农业机械、机械设备（不含小汽车）、环保设备、电器零

部件及相关配件的生产、销售、进出口经营业务；实业投资；流体机械及配套产

品的测试、检验、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服务；钢材批发和进出口；厂房租

赁；普通货运；泵类及成套设备的安装运行维护；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一体化

智能泵房、一体化泵闸系统及附属设备；生活（废）污水处理项目、工业（废）

污水处理项目、城市污水处理、污水处理工程、水过滤工程的施工及技术服务；

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机械密封件及配件制造、加工销售；合同能源管理；

节能技术研究、开发、推广和评估服务；机电设备租赁、安装与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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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湖南泵业实现营业收入 43,677.57 万元，净利润 1,055.57 万元。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湖南泵业资产总额为 81,438.41 万元，净资产为 46,719.62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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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前三季度，湖南泵业实现营业收入 38,129.94 万元，净利润 1,842.94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湖南泵业资产总额为 100,486.40 万元，净资产为

46,961.85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4、利欧香港有限公司（“利欧香港”） 

成立时间：2008 年 6 月 16 日 

注册资本：2,5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香港 

主要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有关的贸易业务，同时也是本公司从事境外投资、

融资活动的业务平台。 

2020 年，利欧香港实现营业收入 12,456.51 万元，净利润 425,692.11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利欧香港资产总额为 659,257.86 万元，净资产 435,934.74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2021 年前三季度，利欧香港实现营业收入 40,859.85 万元，净利润-41,035.86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利欧香港资产总额为 671,835.41 万元，净资产为

398,466.07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5、大连利欧华能泵业有限公司（“大连利欧”） 

成立时间：1992 年 5 月 8 日 

注册资本：11,38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任希锋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长城街道畅顺路 19 号 

经营范围：泵及配件制造、销售、维修及相关的技术服务；精密铸造加工；

机械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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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大连利欧实现营业收入 12,061.51 万元，净利润 396.35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大连利欧资产总额为 23,227.48 万元，净资产为 1,403.69 万

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2021 年前三季度，大连利欧实现营业收入 12,800.18 万元，净利润 840.47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大连利欧资产总额为 28,132.76 万元，净资产为

2,272.82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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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聚胜万合”） 

成立时间：2009 年 12 月 17 日 

注册资本：17,05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晓东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900 号 13 层 1307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市场营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形象

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公共

数据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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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聚胜万合实现营业收入 357,245.20 万元，净利润 1,713.85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聚胜万合资产总额为 252,943.32 万元，净资产为

26,092.51 万元。 

2021 年前三季度，聚胜万合实现营业收入 351,360.51 万元，净利润 2,580.55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聚胜万合资产总额为 263,655.48 万元，净资产为

28,673.69 万元。 

7、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利欧聚合”） 

成立时间：2016 年 9 月 28 日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晓东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万昌中路 806 号青商大厦 2201 室

(仅限办公用)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个人商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

咨询策划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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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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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利欧聚合实现营业收入 381,463.58 万元，净利润 973.78 万元。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利欧聚合资产总额为 137,817.17 万元，净资产为 54,075.46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2021 年前三季度，利欧聚合实现营业收入 457,642.13 万元，净利润 6,619.39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利欧聚合资产总额为 130,874.97 万元，净资产为

63,478.69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8、北京微创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微创时代”） 

成立时间：2011 年 8 月 8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海亮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 A0406-138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电脑图文设计；编辑服务；翻译

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网络技术服务；礼仪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销售工艺品、

文化用品、通讯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日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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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微创时代实现营业收入 291,721.83 万元，净利润 2,850.24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微创时代资产总额为 102,145.93 万元，净资产为

41,702.15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2021 年前三季度，微创时代实现营业收入 257,714.71 万元，净利润 3,934.38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微创时代资产总额为 97,214.12 万元，净资产为

43,208.93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9、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智趣广告”） 

成立时间：2013 年 4 月 1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佳亮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耀洲路 741 号 2 幢 341 室（上海新村经济小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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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动漫设计，电脑动画设计，

图文设计，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展览展示服务，投资咨询，信息

科技、计算机、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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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智趣广告实现营业收入 86,080.36 万元，净利润-214.79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智趣广告资产总额为 25,588.08 万元，净资产为 12,668.69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2021 年前三季度，智趣广告实现营业收入 56,180.74 万元，净利润 396.46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智趣广告资产总额为 15,073.19 万元，净资产为

12,062.68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10、琥之珀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琥珀传播”） 

成立时间：2014 年 12 月 23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阳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900 号 13 层 1308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

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礼仪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摄影扩印服务；图文设计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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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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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琥珀传播实现营业收入 7,951.82 万元，净利润 1,016.09 万元。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琥珀传播资产总额为 7,689.80 万元，净资产为 2,767.51

万元。 

2021 年前三季度，琥珀传播实现营业收入 8,169.15 万元，净利润 464.52 万

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琥珀传播资产总额为 6,371.29 万元，净资产为 1,632.03

万元。 

11、上海聚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聚嘉网络”） 

成立时间：2014 年 12 月 31 日 

注册资本：6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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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郑晓东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900 号 13 层 1302 室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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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

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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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聚嘉网络实现营业收入 6,669.67 万元，净利润 4,466.68 万元。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聚嘉网络资产总额为 7,012.67 万元，净资产为 1,126.54

万元。 

2021 年前三季度，聚嘉网络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2,147.78 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聚嘉网络资产总额为 263.37 万元，净资产为-1,021.24

万元。 

12、上海利欧卡啦沙广告有限公司（“卡啦沙广告”） 

成立时间：2020 年 10 月 30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晓东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900 号 13 层 1305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市场营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

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企业管理咨询；图文设计制作；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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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卡啦沙广告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卡啦沙广告资产总额为 104.95 万元，净资产为 100.00 万元。 

2021 年前三季度，卡啦沙广告实现营业收入 509.43 万元，净利润-467.34 万

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卡啦沙广告资产总额为 608.51 万元，净资产为 1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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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13、利欧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利欧数字”） 

成立时间：2015 年 10 月 19 日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晓东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89 号 201-H 室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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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

务；礼仪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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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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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利欧数字实现营业收入 1,291,922.32 万元，净利润-2,191.25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利欧数字资产总额为 738,069.16 万元，净资产为

419,620.14 万元。 

2021 年前三季度，利欧数字实现营业收入 1,161,442.66 万元，净利润

12,228.93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利欧数字资产总额为 731,580.97 万元，

净资产为 425,625.78 万元。 

14、利欧万圣（上海）广告有限公司（“万圣上海”） 

成立时间：2020 年 10 月 30 日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柯瑨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900 号 13 层 1306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市场营销

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图文设计制作；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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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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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万圣上海实现营业收入 3.31 万元，净利润-1.46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万圣上海资产总额为 102.02 万元，净资产为 98.54 万元。 

2021 年前三季度，万圣上海实现营业收入 10,541.14 万元，净利润-73.86 万

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万圣上海资产总额为 3,258.77 万元，净资产为 24.67

万元。 

15、上海沃动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上海沃动”） 

成立时间：2010 年 11 月 29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嘉炜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900 号 13 层 1303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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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计算机科技、信息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销售；

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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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海沃动实现营业收入 3,530.52 万元，净利润 301.86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沃动资产总额为 7,844.06 万元，净资产为 5,366.38 万

元。 

2021 年前三季度，上海沃动实现营业收入 219.79 万元，净利润-241.13 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上海沃动资产总额为 5,818.28 万元，净资产为 5,125.25

万元。 

16、上海氩氪广告有限公司（“上海氩氪”） 

成立时间：2009 年 3 月 12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嘉炜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光路 1473 弄 3 号 6 层 6035 室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文化艺术交流策划，计算机

信息科技、网络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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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系统集成，计算机数据处理，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

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展览展示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电脑图

文设计制作，计算机网络工程（除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批发非实物方式：

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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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海氩氪实现营业收入 16,360.85 万元，净利润 423.66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氩氪资产总额为 27,341.64 万元，净资产为 21,192.24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2021 年前三季度，上海氩氪实现营业收入 7,782.82 万元，净利润-1,212.76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上海氩氪资产总额为 19,881.77 万元，净资产为

16,659.49 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17、江苏大网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网时代”） 

成立时间：2013 年 8 月 21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春辉 

注册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沭城镇迎宾大道东首软件产业园 B 栋大厦 4

楼 406-1 房间 

经营范围：网络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信息技术服务；广告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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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大网时代实现营业收入 148,698.76 万元，净利润 1,920.66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大网时代资产总额为 43,038.30 万元，净资产为 11,690.45

万元。 

2021 年前三季度，大网时代实现营业收入 92,269.27 万元，净利润 2,157.85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大网时代资产总额为 40,691.20 万元，净资产为

13,848.30 万元。 

18、北京微创时代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微创时代上海分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1 月 24 日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春辉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陈翔路 768 号 7 幢 B 区 3132 室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图文设计，翻译服务，展览

展示服务，从事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礼仪服务，工艺品、通讯器材、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电子产品、日用品

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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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微创时代上海分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321.72 万元，净利润 625.66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微创时代上海分公司资产总额为 14,376.79 万元，

净资产为 8,832.54 万元。 

2021年前三季度，微创时代上海分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280.58万元，净利润

206.67万元。截至2021年9月30日，微创时代上海分公司资产总额为27,725.56万

元，净资产为9,039.20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以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需要开展融

资、项目履约等业务，本次担保有利于上述公司融资等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担保对象均为合并范围内公司，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

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本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能力，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72,117.37 万元，

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0 年度合

并报表）的 13.2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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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6日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