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1728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2-02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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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预计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新增提供的担保金额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 20,580 万元（或等值外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需要，2022 年度公司下属公司（指公司下属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下同）中国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及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公司”）拟分别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0,580 万元（或等值

外币），其中，提供非融资性保函、财务公司承兑汇票额度人民币 17,000

万元，提供履约担保人民币 3,58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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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人民币 

类别 
序

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对外担保额度 

履约担保 

1 

国际公司 

翼威科技有限公司 2,000 

2 中国电信（泰国）有限公司 1,000 

3 中国电信（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 200 

4 中国电信（印度）有限公司 200 

5 中国电信（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80 

6 中国电信（巴西）有限公司 100 

 小计 3,580 

非融资性保

函、财务公

司承兑汇票 

7 

财务公司 

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8 江西电信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1,500 

9 杭州天翼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500 

 小计 17,000 

 合计 20,580 

上述对外担保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所做的业务计划。针对业务计

划下具体业务开展时，对同一担保人，其担保额度可在上述被担保人范围

内相互调剂使用。 

根据《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上述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且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 70%，财务公司及国际公司已就上述

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关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新增担保额度有效期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翼威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 香港 

股东构成 国际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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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电路网络资源服务，ICT 业务及增值服务，包括  IDC 的 

Cross-connect、托管, 云服务等。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12 月 

总资产 2,461.25 

总负债 1.39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1.39 

净资产 2,459.86 

营业收入 141.20 

净利润 7.17 

资产负债率 0.06%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公司名称 中国电信（泰国）有限公司 

注册地 泰国 

股东构成 

国际公司直接持股 98%，国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电信

（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及中国电信（亚太）有限公司各持股

1% 

经营范围 
提供云服务、ICT 咨询、工程与技术服务及设备转售，包括

转售 IPLC/IEPL、VPN、互联网、主机托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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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12 月 

总资产 2,917.69 

总负债 384.51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384.51 

净资产 2,533.18 

营业收入 4,307.78 

净利润 199.07 

资产负债率 13.18%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公司名称 中国电信（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 

注册地 印度尼西亚 

股东构成 
国际公司直接持股 99%，国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电信

（亚太）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1% 

经营范围 

ICT 业务，包括经营网页寄存、数据存储、云计算业务和出

租 IDC 机架、提供计算机系统及硬件和配置设备、固定和移

动网络、网络运营商的 IT 系统和网络优化能力相关的咨询

和设计规划等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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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12 月 

总资产 6,929.47 

总负债 2,234.09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2,183.97 

净资产 4,695.38 

营业收入 12,083.79 

净利润 479.95 

资产负债率 32.24%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公司名称 中国电信（印度）有限公司 

注册地 印度 

股东构成 
国际公司直接持股 99%，国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电信

（马来西亚）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1% 

经营范围 
ICT 业务及增值服务，包括 IDC 的 Cross-connect、托管， 云

服务等。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12 月 

总资产 2,4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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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 1,595.65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1,595.65 

净资产 829.64 

营业收入 2,491.14 

净利润 63.57 

资产负债率 65.79%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公司名称 中国电信（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注册地 马来西亚 

股东构成 国际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 
电路网络资源服务，ICT 业务及增值服务，包括  IDC 的 

Cross-connect、托管， 云服务等。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12 月 

总资产 1,443.46 

总负债 820.73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8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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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622.73 

营业收入 929.45 

净利润 65.94 

资产负债率 56.86%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公司名称 中国电信（巴西）有限公司 

注册地 巴西 

股东构成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直接及间接持股

100% 

经营范围 
电路网络资源服务，ICT 业务及增值服务，包括  IDC 的 

Cross-connect、托管， 云服务等。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12 月 

总资产 4,778.35 

总负债 3,006.89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2,899.88 

净资产 1,771.45 

营业收入 5,2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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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29.36 

资产负债率 62.93%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公司名称 

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原名“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北京 法定代表人 李忠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 

经营与通信、信息相关的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技术支持、技术咨询；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电

讯器材的销售（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经营本企业

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

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批发汽车；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汽车零配件；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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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12 月 

总资产 1,362,75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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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 891,053.50 

银行贷款总额 24,343.47 

流动负债总额 882,926.13 

净资产 471,705.25 

营业收入 926,191.59 

净利润 65,798.81 

资产负债率 65.39%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公司名称 江西电信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 江西省南昌市 法定代表人 黄建昌 

股东构成 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设计、技术开发、销售及咨询服务；数据

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信息制作；信息服务；计算机系统

集成；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电信业务代缴收费；代办

培训服务；通信及信息业务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咨询服务；通讯设备生产、销售、设计、

施工；安防工程设计、施工；防盗报警、闭路电视监控安

装；建筑智能化；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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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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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12 月 

总资产 28,332.30 

总负债 17,292.11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17,292.11 

净资产 11,040.19 

营业收入 55,668.88 

净利润 1,412.06 

资产负债率 61.03%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公司名称 杭州天翼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 胡伟良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

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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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

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技术服务；

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通信设

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物联网设备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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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大数据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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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12 月 

总资产 8,763.84 

总负债 5,498.25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5,272.15 

净资产 3,265.59 

营业收入 18,953.80 

净利润 557.42 

资产负债率 62.74%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三、对外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下属公司向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均为非融资性担保，被担

保人、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等事项以实际签署担保合同为准。下属公

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制度文件的有关规定审批担保事项，

控制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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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席保荐机构意见 

联席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事项涉及的相关文

件。经核查，联席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担保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担保计划已经下属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审议，该等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综上，联席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2 年度对外

担保计划事项无异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为人民币

11,419.9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0.026%，全部为公司下属公司向公司其他下属全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公司未对下属公司或第三方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 

上述对外担保金额涉及外币的，按 2022 年 3 月 29 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