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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41         证券简称：先进数通       公告编号：2022-051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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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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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先进数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或

“先进数通数字”）及全资孙公司广州先进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孙

公司”或“广州先进数通”）为满足日常经营的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子（孙）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

供担保。 

本次担保为经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实际发生的担

保合同签署，现将本次担保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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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 2022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及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2年 5月 5日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批准对先进数通

数字提供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担保，向广州先进数通提供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

担保。本次担保为在预计额度内实际发生的担保合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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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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方 

被担保

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2022 年 6

月 30 日）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2022

年 6 月 30 日）净

资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先进

数通 

先进数

通数字 
100% 54.95% 5,692 5,000 4.30% 

否 
广州先

进数通 
100% 71.96% 1,451 1,000 0.86% 

合计 7,143 6,000 5.15% -- 

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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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亿元,广州

先进数通尚可使用担保预计额度 3.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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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设备；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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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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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

计） 
2022年 6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9,818,714.68 401,837,107.71 

负债总额 180,854,123.36 220,795,677.89 

其中：流动负债 180,854,123.36 220,795,677.89 

其中：银行贷款 20,000,000.00 192,506,178.15 

净资产 138,964,591.32 181,041,429.82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37,225,044.55  123,194,328.17 

利润总额 25,626,654.52  2,811,991.23 

净利润 19,080,878.02  2,076,838.50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合并广州先进数通数据。 

1.4.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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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 25日 

注册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智港北街 7号 6层 602、603房 

法定代表人：林鸿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主营业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

息公示系统查询，网址：http://www.gsxt.gov.cn/。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 股权结构 

先进数通

先进数通数字

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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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6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527,549.65 186,779,024.60 

负债总额 153,115,150.42 134,398,041.28 

          其中：流动负债 137,580,551.50 119,062,250.54 

其中：银行贷款 24,189,189.18 50,872,199.63 

净资产 46,412,399.23 52,380,983.32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2,022,649.68 244,069,033.25 

利润总额 5,385,719.68 7,959,725.95 

净利润 4,089,935.34 968,584.09 

2.4.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 1、针对先进数通数字的担保 

担保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期限：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到期日另加三年 

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此项担保为金融机构针对先进数通数字提供的《授信协议》所附带的担保合

同，此项担保为 2021 年同期担保额度到期续签合同，合同签订后原授信函失效，

担保额度不变，对公司担保总额无新增影响。 

担保协议 2、针对广州先进数通的担保 

担保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此项担保为金融机构针对广州先进数通提供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所附带的担

持股 100% 

先进数通 

先进数通数字 

广州先进数通 

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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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合同，此项担保为 2021 年同期担保额度到期续签合同，合同签订后原授信函

失效，担保额度不变，对公司担保总额无新增影响。 

先进数通数字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先进数通为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孙公司，公司对子公司、孙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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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

事项无需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针对先进数通数字及广州先进数通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 2022 年

度申请综合授信及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

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发生额

度在上述审议额度范围内。 

公司基于子（孙）公司的日常业务需求为其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先进数通数字、广州先进数通分别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

全资孙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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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1年 12月 31日数据）的 43.70%；提供担保余额 0.72亿，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1 年 12 月 31 日数据）的 6.17%。担保总额、

担保余额均为先进数通对全资子公司先进数通数字及全资孙公司广州先进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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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均于 2022年 10月 14日签署完毕。 

七、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

定期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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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担保协议； 

3.《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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