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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1 证券简称：华宇软件 公告编号：2020-118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实际控制人、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及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障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简称“信创”）等相关业务的顺利拓展，保障

业务发展可能的资金需求，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宇信息”）及联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奕科技”）拟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邵学先生、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

偶赵国艳女士对部分授信事项提供担保。具体事项如下： 

（一）交易概述 

1、华宇信息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额度不超过3

亿元，授信期12个月。公司为华宇信息本次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

为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2年。 

2、华宇信息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额度

不超过6亿元，授信期12个月。公司为华宇信息本次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

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其中，2亿元授信额度

担保期限不超过1年，4亿元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不超过3年。 

3、公司及华宇信息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授信额度不超过3.5亿元，授信期12个月。其中，华宇信息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3

亿元，公司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0.5亿元。公司为华宇信息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2年。 

4、华宇信息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授信额度不超过3亿元，授信期12个月。公司为本次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

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2年。 

5、华宇信息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授信额度不超过3亿元，授信期12个月。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邵学先生为华宇

信息本次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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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3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主债权到期后的2年。本次担保构成了与公司的关

联交易。 

6、联奕科技于2019年12月24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授信期12个月，

由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联奕科技本次授信提供保证担

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3年。因任刚先生及

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联奕科技提供担保时，任刚先生尚未成为公司副总经理，现

对上述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进行补充确认。 

7、联奕科技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增加综合授信，授信额度拟增加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授信期12个月，由公

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联奕科技本次授信提供保证担保。保

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3年。本次担保构成了与公

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共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8.8亿元，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18亿元。实际担保额度仍需与银行进一步协商确定，并

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关联关系 

邵学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属于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邵学

先生为全资子公司华宇信息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构成了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于2020

年7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邵学先生已回避

表决该议案。 

任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赵国艳女士系任刚先生的配偶。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属于本公司关联自然人。

本次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全资子公司联奕科技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构成了与公司的

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于2020年7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上述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本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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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邵学先生，中国国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现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属于本公司

关联自然人。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任刚先生，中国国籍，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赵国艳女士，中国国籍，系任

刚先生的配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之

规定，属于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09 月 09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8 号楼 21 层 C2301、C2302 

法定代表人：朱相宇 

注册资本：8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销

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家用电器、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信息安全设备、其他计算机、

其他电子设备（限在外埠从事生产活动）；销售医疗器械 II 类；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 

被担保人最近两年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97,513,013.59 2,061,997,281.86 

负债总额 1,213,411,174.90 1,087,806,733.91 

净资产 1,684,101,838.69 974,190,547.95 

营业收入 2,439,317,976.34 1,857,280,385.03 

净利润 371,064,416.89 198,920,126.04 

2、联奕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联奕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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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4 年 07 月 05 日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 16 号自编 1 栋 501 

法定代表人：任刚 

注册资本：8250 万元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软件开发；办公设备

耗材零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批发；软件测试服务；软件服务；集成电

路设计；计算机零配件批发；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批发；教育咨询服务；软件零售；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通

信线路和设备的安装；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电子

设备工程安装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保安监

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程服务；智能卡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 

被担保人最近两年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8,721,701.06 705,430,901.72 

负债总额 184,175,873.69 329,538,048.95 

净资产 524,545,827.37 375,892,852.77 

营业收入 708,020,102.30 474,180,539.43 

净利润 141,186,299.97 108,925,026.69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 

保证人：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邵学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主债权到期后的 2 年 

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保证人：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 2 年 

3、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 

保证人：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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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 2 年 

4、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 2 年 

5、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保证人：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 

担保期限：2 亿元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4 亿元授信额度担保期限

不超过 3 年 

6、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保证人：任刚、赵国艳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 3 年 

7、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保证人：任刚、赵国艳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 3 年 

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仍需与银行进一步协商确定，并以正式签署的担保

协议为准。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实际控制人邵学先生拟为华宇信息向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

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拟为联奕科技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申请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具体担保金额与担保期限等以公司根据资金

使用计划与上述银行签订的最终协议为准。华宇信息、联奕科技免于向实际控制

人邵学先生、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支付担保费用。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涉及的担保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司实际控制人邵学先生、副总经理任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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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

影响。 

七、2020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数量 

2020 年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披露的关联人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事项，今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邵学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共 0

元，与任刚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共 3,000 万元。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增加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

不超过21.2亿元人民币，不超过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5.36%。

无逾期担保金额，无对子公司以外的担保。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董事会意见、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关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

本次交易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关于补充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

本次交易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

本次交易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1、同意华宇信息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额度不超过

3亿元，授信期12个月。公司为华宇信息本次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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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2年。 

同意华宇信息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额度不

超过6亿元，授信期12个月。公司为华宇信息本次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

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其中，2亿元授信额度担

保期限不超过1年，4亿元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不超过3年。 

同意公司及华宇信息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授信额度不超过3.5亿元，授信期12个月。其中，华宇信息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3

亿元，公司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0.5亿元。公司为华宇信息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2年。 

同意华宇信息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授信额度不超过3亿元，授信期12个月。公司为本次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

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2年。 

2、同意华宇信息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授信额度不超过3亿元，授信期12个月。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华宇信息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主债权到期后的2年。 

3、同意全资子公司联奕科技于2019年12月24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授信期12个月，由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联奕科技本次

授信提供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3

年。因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联奕科技提供担保时，任刚先生尚未成为

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进行补

充确认。 

4、同意全资子公司联奕科技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支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授信额度拟增加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授信期

12个月，由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联奕科技本次授信提

供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3年。 

（三）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华宇信息向银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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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助于华宇信息解决经营资金的需求，促进业务的可持续

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华宇信息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并

且公司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够有效防范风险。本次担保内容及

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关于

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发出本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2、关于补充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全资子公

司联奕科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助于联奕科技解决经营资金的需求，

促进业务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联奕科技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足

够的偿债能力，并且公司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够有效防范风险。

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我们同意关于补充

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发出本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3、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全资子公

司联奕科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助于联奕科技解决经营资金的需求，

促进业务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联奕科技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足

够的偿债能力，并且公司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够有效防范风险。

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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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我们同意关于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在发出本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十、监事会意见 

1、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华宇信息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有利于促进华宇信息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此次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且被担保的对象华宇信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状况良好、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2、关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邵学为华宇信息向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华宇信

息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此次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且被担保的对象华宇信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风

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华

宇信息提供担保构成了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邵学先生为华宇信息提供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华宇信息经营需求，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邵学先生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决策程序合法。 

3、关于补充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全

资子公司联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奕科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有利于促进联奕科技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此次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且被担保的对象联奕科技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

响。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为联奕科技提供担保构成了关联交易，该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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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女士为联奕科技提供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联奕科技经营需求，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全

资子公司联奕科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联奕科技业务的持

续稳健发展。此次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且被担保的对象联奕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风险可控，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

为联奕科技提供担保构成了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

原则。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联奕科技提供担保，是为了

更好地满足联奕科技经营需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一、保荐机构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邵学先生、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

及其配偶赵国艳女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宇信息和联奕科技申请综合授信融资

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相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华宇软件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及

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二、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文件 

2、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文件 

3、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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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