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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

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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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联股份”）

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

度，具体金额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本次担保预计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综合授信担保额度不超过 8亿元

人民币，系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国联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08,970.0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68%，全部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额度。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本次担保亦不涉及反担保。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8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授信额度

不等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间的授信额度可调剂。 

本次授信融资拟采用信用保证及抵押等担保方式，担保额度不超过 8亿元人

民币，实际担保的金额在总担保额度内，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为准，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可调剂。公司为各控股子公司



担保，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各控股子公司之间可以相互担保。公司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授信、担保手续。 

上述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具体如下： 

授信主体 申请授信额

度（万元） 

金融机构名称 授信期限 担保主体 

国联股份及其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80,000 以实际签订金

融机构为准 

自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国联股份及其

控股子公司 

二、部分主要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北京涂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六区 3号楼 1层(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俊宅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经营电信业务；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销售食品；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不

含电动自行车）、电子产品、涂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

塑料制品、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矿产品、针纺织品、日用品、办公家具、办公

用品、工艺品、花卉、煤炭（不在北京地区从事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医疗

器械（限 I类、限 II 类）；货物进出口；仓储服务；专业承包；经济贸易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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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78,057.48 万元、负

债总额为 389,738.76 万元、净资产为 88,318.72 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90,490.46万元、净利润 40,613.15万元。 



2、北京卫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六区 3号楼 3层(园区) 

法定代表人：黄莎莎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电信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日用品、针纺织品、纸浆、纸制品、

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煤炭（不在北京地区从事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卫

生用品、专用设备、包装材料、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医疗器械一类、二类；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业务；报检业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电信业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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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7,270.05 万元、负

债总额为 75,080.56 万元、净资产为 22,189.49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12,572.07万元、净利润 12,376.80万元。 

3、北京玻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六区 3号楼 10层(园区) 

法定代表人：钱晓钧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销售橡胶制品、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塑料制品、建筑材料、金

属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日用品、玻璃制品、矿产品、机械设备、

包装材料、煤炭(不在北京地区从事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化肥、饲料、新

鲜水果、食用农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2,481.90 万元、负

债总额为 37,756.69 万元、净资产为 14,725.21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21,186.85万元、净利润 6,715.50万元。 

4、宁波纸多多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996号前洋之星广场 1-1 号楼 515-4

号 

法定代表人：黄莎莎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广告设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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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展览服

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谷物销售；棉、麻销售；产业用纺

织制成品销售；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

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仅限办公）（以上不含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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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

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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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230.37 万元、负债



总额为 5,056.73 万元、净资产为 1,173.64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4,648.97万元、净利润 419.13万元。 

5、宁波肥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望山路 228弄 1号 204室 

法定代表人：尹海凤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肥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

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

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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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农药批发；危险化学品经营；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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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1,691.19 万元、负

债总额为 45,226.42 万元、净资产为 6,464.77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1,673.47万元、净利润 3,985.42万元。 

6、宁波粮和油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715号 3-1-8 

法定代表人：纪静静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软件销售；纸制品销售；农、林、

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生产

专用设备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农副产品

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生物饲料研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市场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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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含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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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食品销售；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农药批发；农作物种子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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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5,694.13 万元、负

债总额为 31,710.55 万元、净资产为 3,983.58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2,067.46万元、净利润 3,288.83万元。 

7、宁波顶创太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715号 3-1-30 

法定代表人：李庆 

注册资本：12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电子

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耐火材

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润滑油销售；非食用植物



油销售；海洋工程装备销售；农业机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智能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农、

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草及相关制品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环

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五

金产品零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研发；会议及展览服务；物联网应

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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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经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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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03,083.71 万元、负

债总额为 156,393.28 万元、净资产为 46,690.43 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19,278.41万元、净利润 25,810.50万元。 

8、张家港涂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石化交易大厦 1601室 

法定代表人：陈贝贝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橡胶制品、金属材

料、纺织品、日用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观赏植物、矿产品、石油制品（危

险化学品、成品油除外）、装潢装饰材料的网络销售；化工产品（其中危险化学

品限按许可证经营）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软件服务；互联网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与贸易有关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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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油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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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9,693.77 万元、负

债总额为 20,155.26 万元、净资产为 9,538.51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7,182.83万元、净利润 2,083.02万元。 

9、宁波中玻嘉岩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715号 4-1-13室 

法定代表人：赵金恒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金属功

能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肥料销售；日用杂品销售；

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饲料添加剂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产品批发；阀门和旋

塞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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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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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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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以上不含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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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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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4,376.89 万元、负

债总额为 14,074.41 万元、净资产为 10,302.48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2,158.75万元、净利润 4,757.99万元。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108,970.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68%，全部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额度。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四、审议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

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申请授信额度所涉担保的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其经营活动由公司统一管理，经营风险可控。上述担保行为属于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该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