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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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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2月31日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及2022

年1月1日至授权有效期截止日新设的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 

 2022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8,500万元。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

情形。 

 本次担保无需提供反担保。 

 本次年度担保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进一步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公司

拟对全资子公司计划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108,500 万元（本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

的续保及新增担保）。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主体 被担保方 担保事项 担 保 额

度上限 

担 保

期 限

上限 

1 公司 子公司上海用宏文化传 向中国农业银 500 1 年 



媒有限公司 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嘉定支

行申请授信 

2 公司 子公司上海华扬联众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 

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定支

行申请授信 

1,000 1 年 

3 公司 子公司上海华扬联众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 

向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申请授

信 

5,000 1 年 

4 公司 子公司上海擅美广告有

限公司 

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

海泰兴支行申

请授信 

3,000 1 年 

5 公司 子公司华扬联众数字技

术（深圳）有限公司 

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授

信 

5,000 1 年 

6 公司 子公司华扬联众数字技

术（深圳）有限公司 

向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分行申请

授信 

1,000 1 年 

7 公司 子公司华扬联众数字技

术（深圳）有限公司 

向广东华兴银

行股份有限公

12,000 1 年 



司深圳分行申

请授信 

8 公司 子公司北京旗帜创想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申请授

信 

1,000 1 年 

9 公司 子公司北京旗帜创想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子公

司北京华扬创想广告有

限公司、子公司北京派

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向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西城支

行申请授信 

3,000 1 年 

10 公司 子公司驷轩苑（海南）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 

向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

南省分行申请

授信 

20,000 2 年 

11 公司 子公司驷轩苑（海南）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 

向海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澄

迈科技支行申

请授信 

20,000 1 年 

12 公司及公司全

资 子 公 司

Hylink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子 公 司 Hylink (HK) 

Digital Solution Co., 

Limited 

向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香港上

海汇丰银行有

7,000 1 年 



限公司申请授

信 

13 公司 子公司北京捷报指向科

技有限公司、子公司上

海华扬联众数字技术有

限公司、子公司北京华

扬创想广告有限公司、

子公司北京博大网联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子公

司上海数行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子公司北京派

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北京旗帜创想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子公

司驷轩苑（北京）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子公司海

南华扬世联国际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子公司

驷轩苑（海南）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 

不确定 30,000 2 年 

担保额度上限为人民币 108,500 万元，是基于对目前公司业务情况的预计，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授权有效期内根据实际经营需求，资产负债

率未超过 70%的子公司可以从其它子公司担保额度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只能从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调剂使用。授权担保主体公司董事

长签署担保相关文件，具体的担保金额和期限将根据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确定。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

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其中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

权。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 上海用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用宏”）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澄浏公路 52 号 39 幢 2 楼 JT798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贾建萍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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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会议及展览服务，个人商务服务，礼仪服

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商务咨询（除经

纪），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企业形象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互联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从事信息技术、网络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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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通讯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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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上海用宏 100%股权，上海用宏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用宏总资产为人民币 1,027.58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781.69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45.9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594.36 万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 21.81 万元。 

 

2. 上海华扬联众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华扬”）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 1661 弄 46 号 301 室-3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嵘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摄影摄像服务（除冲扩），网络工程，商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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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服装服饰、鞋帽、卫生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文具用品、珠宝首饰、家用电

器、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照明灯具、电子元器件、数码产品、包装材料、机械

设备、建材、摄影摄像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体育用品及器材、

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家具、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母婴用品（除

食品）、办公用品、家居用品、饲料及添加剂、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钟

表、箱包、眼镜（除隐形眼镜）、汽车零部件、摩托车及零部件、仪器仪表、橡

塑制品、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包装种子、花卉苗木、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食

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汽车新车销售，咨询策划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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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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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上海华扬 100%股权，上海华扬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华扬总资产为人民币 50,366.13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1,428.32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8,937.8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44,080.13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049.69 万元。 

 

3. 上海擅美广告有限公司（“上海擅美”）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338 号 29 楼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学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除经纪），公共关系服务，赛事活动策划，会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专项设计，风景园林建设工程专项设计，

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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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品、工艺礼品、包装材料、家具、日

用百货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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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间接控制上海擅美 100%股权，上海擅美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擅美总资产为人民币 44,954.09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2,128.17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825.9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8,011.04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403.13 万元。 

 

4.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华扬深圳”）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翔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网络技术服务；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从事广告业务；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不含演出）；企业形象策划。（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新能源汽车

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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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华扬深圳 100%股权，华扬深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扬深圳总资产为人民币 12,916.05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1,892.44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023.6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1,943.88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49.37 万元。 

 



5. 北京旗帜创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旗帜创想”）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贡院西街 9 号 204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郝涛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经济信息咨

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机械设备、办公用品、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电器设备、通讯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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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旗帜创想 100%股权，旗帜创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旗帜创想总资产为人民币 6,785.79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6,085.07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700.7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420.47 万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 84.41 万元。 

 

6. 北京华扬创想广告有限公司（“华扬创想”）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7 号 16 层 10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苏同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图文设计制

作；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数字

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专业设计服务；动漫游戏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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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华扬创想 100%股权，华扬创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扬创想总资产为人民币 67,254.32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62,517.98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736.3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2,783.93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14.08 万元。 

 

7. 北京派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派择网络”）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贡院西街 9 号二层 205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海龙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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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派择网络 100%股权，派择网络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派择网络总资产为人民币 14,954.5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3,334.58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619.9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2,253.36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8.11 万元。 

 

8. 驷轩苑（海南）数字技术有限公司（“驷轩苑海南”） 

注册地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孵化楼

四楼 6001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耀菲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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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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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礼仪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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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展览服务；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

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二手

车经纪；二手车经销；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企业形象策划（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持有驷轩苑海南 100%股权，驷轩苑海南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驷轩苑海南总资产为人民币 31,151.50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7,608.63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542.8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49,807.88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542.87 万元。 

 

9. Hylink (HK) Digital Solution Co., Limited（“华扬香港”） 

注册地址：Suite 1113A, 11/F., Ocean Center, Harbour City 5 Canto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注册资本：1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苏同 

经营范围：包含且不限于数字营销整合解决方案，涉及媒介采购，搜索营销，

内容营销，创意策划，程序化经营，社会化经营，视频制作，数据分析及支持，

活动策划等。 

公司间接控制华扬香港 100%股权，华扬香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扬香港总资产为 2,862.41 万美元，负债总额为 2,490.84 万美

元，净资产为 371.57 万美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4,128.51 万美元，净利润为 159.71

万美元。 

 

10. 北京捷报指向科技有限公司（“捷报指向”）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7 号 16 层 08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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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专业设计服务；动漫游戏开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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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捷报指向 100%股权，捷报指向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捷报指向总资产为人民币 36,350.75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9,052.35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701.6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7,245.6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267.41 万元。 

 

11. 北京博大网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博大网联”）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7 号 17 层 01-02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季晨 

经营范围：网络技术服务；代理发布广告；信息咨询（除中介服务）；销售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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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博大网联 100%股权，博大网联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博大网联总资产为人民币 2,003.60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11.51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792.0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35.34 万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 117.17 万元。 

 



12. 上海数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上海数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 1661 弄 39 号 2006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石海澎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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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象策划，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文

化艺术交流策划，商务咨询，从事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服装服饰、纺织品、

鞋帽、卫生用品、母婴用品（除食品）、洗涤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厨房用

具、卫生用具、珠宝首饰、家用电器、五金工具、电子产品、照明灯具、电子元

器件、数码产品、包装材料、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办公用品、

日用口罩（非医用）、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用口罩批

发，医用口罩零售，汽车新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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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上海数行 100%股权，上海数行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数行总资产为人民币 6,561.58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945.27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616.3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556.04 万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93.11 万元。 

 

13. 驷轩苑（北京）数字技术有限公司（“驷轩苑北京”）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湖光小区 5 号 2 幢 4 层 4667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贾建萍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汽



车租赁；经济贸易咨询；公共关系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

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销售汽车、汽车

配件、电子产品；汽车维修（仅限色漆使用水性漆且喷漆和喷枪清洗环节密闭并

配套废气收集处理装置的机动车维修）；旧机动车经纪；企业形象策划。（市场主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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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控制驷轩苑北京 100%股权，驷轩苑北京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驷轩苑北京总资产为人民币 108,168.42 万元，负债总额为

人民币 107,881.26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87.1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7,641.68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65.89 万元。 

 

14. 海南华扬世联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华扬世联”）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保税区海口综合保税区联检大楼四楼 A120-60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苏同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国营贸易管

理货物的进出口；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互联网销售；

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食品进出口；

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

酒类经营；艺术品进出口；食品生产；乳制品生产；保税仓库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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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报检业务；艺

术品代理；销售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电子产品销售；贸

易经纪；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母婴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办公用品销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文具用品批发；箱包销售；皮革制

品销售；钟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

饰批发；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

用杂品零售；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鞋帽零售；眼镜销售（不

含隐形眼镜）；家具零配件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

销售；玩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家居用品

销售；日用品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个人互联网直

播服务（需备案）（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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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华扬世联 100%股权，华扬世联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扬世联总资产为人民币 3,485.23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663.87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821.3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72 万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178.64 万元。 

 

三、年度预计担保的主要内容 

    上述被担保公司与子公司目前尚未与银行等相关方签订担保合同或协议，实

际担保金额将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时，公司可通过子公司作为

具体担保合同的担保主体，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另行约定。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制度文件，就公司为下属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及相关担保合同履行内部审批程序，控制公司财务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

产经营及长远发展，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计划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108,500万元。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对外担保预计额度考虑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金需求，符

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

司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投资

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外担保预计额度考虑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

及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不存在

损害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2022 年

度对外担保额度的预计。 

 

七、累计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9,452.37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2.70%，均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