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2-050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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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游族网络”）拟以自有

房产作为抵押，为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族信息”）向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并提供不超过 15,000万元担保，公司同时为游族

信息的上述授信申请提供 10,000万元信用担保。 

2、公司拟以自有房产作为抵押，为上海游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游梅信息”）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并提供不超过 15,000 万元担保，同时为游梅信息的上述授信申请提供 10,000

万元信用担保，游族信息同步为游梅信息的上述授信申请提供 10,000 万元信用

担保。 

3、本次被担保对象游族信息及游梅信息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

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游族信息及游梅信息日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以

自有房产作为抵押，为控股子公司游族信息及游梅信息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的综合授信提供信用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拟以自有房产作为抵押，为游族信息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不超

过 10,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并提供不超过 15,000万元担保，同时为游族信



 

息的上述授信申请提供 10,000万元信用担保。 

2、公司拟以自有房产作为抵押，为游梅信息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不超

过 10,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并提供不超过 15,000万元担保，同时为游梅信

息的上述授信申请提供 10,000 万元信用担保，游族信息同步为游梅信息的上述

授信申请提供 10,000万元信用担保。 

以上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存在反担保情形。本次公告担保事项在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内及授权范围内。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2021 年 6 月 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

议及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所有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等额人民

币 200,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担保额

度的公告》等公告。本次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已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且在担保总额度未突破

的前提下，分项担保额度可相互调剂使用，无需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游梅信息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从控股子公司游族信息

尚未到期且未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中调剂人民币 5,000万元至游梅信息。游族信

息与游梅信息单笔调剂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累计调剂

金额未超过公司 2021 年度预计对外担保总额度的 50%，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

划内实施。调剂后的担保额度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 
已获批担保

额度（万元） 

调剂的担保

额度（万元） 

调剂后有效

担保额度

（万元）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万元） 

调剂后可使

用担保额度

（万元） 

其他控股子

公司 
10,000.00 +5,000.00 15,000.00 15,000.00 0.00 

上海游族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120,000.00 -5,000.00 115,000.00 27,500.00 87,500.00 

注：游梅信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担保使用额度为《关于 2021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



 

告》所列其他控股子公司的额度，即本次调剂额度调入方的 15,000 万元。 

二、抵押物基本情况 

本次授信申请存在以公司自有产权房屋提供抵押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抵押物名称 所有权人 房产地址 面积（㎡） 账面价值 用途 

自有房产 游族网络 

上海市徐汇

区宜山路

717号华鑫

商务中心

11-13层及

15-16层 

9575.59 
2.72亿元

人民币 
办公 

以上房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扣押、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 6 月 22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银翔路 655号 406室 

法定代表人：陈芳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演出

经纪；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音像制品制作；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第二

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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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专业设计服务，玩具、文具用品、服装服饰、日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通讯设备批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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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游族信息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游族信息总资产为 7,296,909,439.14 元，总负债

为 5,242,771,965.80 元，净资产为 2,054,137,473.34 元，2022 年第一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 214,427,528.84 元，利润总额 41,812,916.01 元，净利润为

41,812,094.26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57,985,900.00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游族信息总资产为 7,283,437,183.92元，总负债

为 5,271,111,804.84 元，净资产为 2,012,325,379.08 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1,382,161,564.68 元，利润总额 -32,532,673430.06 元，净利润为

-31,238,819.47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58,124,000.00元。 

经查询，游族信息未进行信用评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上海游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游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 1 月 25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罗锦路 218号 30幢 116室 

法定代表人：刘永星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从事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动漫设计，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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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游梅信息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游梅信息总资产为 331,796,661.78 元，总负债为

270,576,338.18 元，净资产为 61,220,323.60 元，2022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 13,896,242.59元，利润总额 9,910,443.8 元，净利润为 9,910,443.8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0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游梅信息总资产为 313,221,040.05元，总负债为

261,911,160.25 元，净资产为 51,309,879.80 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8,307,120.50元，利润总额 64,009,997.83 元，净利润为 64,009,997.83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0元。 

经查询，游梅信息未进行信用评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就游族信息的担保事项 

1、《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最高债权本金额：10,000万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2022年 6 月 21日至 2023年 6月 20日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任何一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额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

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

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2、《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最高债权额：15,000万元人民币 

抵押担保期限：2022年 6 月 21日至 2025 年 6 月 20日 

抵押担保范围：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抵押财产的费用、诉

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

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提存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

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二）公司、游族信息与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就游梅信息的担保事项 

1、《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最高债权本金额：10,000万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2022年 6 月 21日至 2023年 6月 20日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任何一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额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

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

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2、《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最高债权本金额：10,000万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2022年 6 月 21日至 2023年 6月 20日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任何一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额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

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

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3、《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最高债权额：15,000万元人民币 

抵押担保期限：2022年 6 月 21日至 2025 年 6 月 20日 

抵押担保范围：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抵押财产的费用、诉

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

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提存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

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经审议的有效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00,000.00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8.94%；本次



 

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45,684.20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8.90%；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担保。截至公告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其他外部单位的担保的情形，也无逾期担保金额

或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情形。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