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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 

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

荐机构”）作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联席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对中国电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

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 A 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41 号）核准，公司本次 A 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为 4.53 元/股，发行数量如下：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 A 股发

行的发行规模为 10,396,135,267 股；本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已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届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本次 A 股发行的发行规模为 10,574,770,378

股。 

在本次 A 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 A 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约为

4,709,449.28 万元，本次 A 股发行费用总额约为 38,234.08 万元，本次 A 股发行募集

资金净额约为 4,671,215.20 万元。2021 年 8 月 13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前公司本次A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第 00397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并与联席保荐机构、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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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2 日，本次 A 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公司由此增加

的募集资金总额约 80,921.71 万元，连同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的募集资金总额约

4,709,449.28 万元，本次 A 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总额约为 4,790,370.98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约 38,808.69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4,751,562.29 万元。 

2021 年 9 月 23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 A 股发行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

第 00398 号”《验资报告》。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已开立的募

集资金专户，公司将于近期与联席保荐机构、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另行签署《募

集资金（含超额配售）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的情况 

为提高募投项目实施效率，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向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成公司”）等 15 家全资子公司注

资、提供无息借款，用于云网融合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项目及科技创新研发项目，总

金额不超过 153.3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募集资金使

用额度上限 

募集资金 

使用方式 
实施项目 

1 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 510,000 
其中，注资 310,000 万元 

无息借款 200,000 万元 

云网融合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项目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2 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252,4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3 天翼数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101,0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4 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无息借款 云网融合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项目 

5 中电福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6 广东亿迅科技有限公司 90,0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7 中电万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90,0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8 天翼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75,0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9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69,0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10 中电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0,0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11 浙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37,6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12 中电信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18,0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13 湖北公众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11,0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14 重庆电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10,0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15 江西电信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9,000 无息借款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或提供借款仅限于募投项目实施，不得用



3 

 

作其他用途。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等 15 家全资子公司采用无息借款的方式使用募

集资金的，借款合同期限为三年，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按照子公司实际用款需求分批

拨付到位。借款额度不可循环使用，即借款后还款不恢复相应额度。全资子公司可

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提前偿还借款。 

三、本次注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7-1 注册资本 90,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胡志强 

注册地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甲 1 号、3 号 2 幢 2 层 205-32 室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数据处理；大数据服务；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电子产品；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

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计算机系统集成；会议服务；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出租办公用房；出租

商业用房；物业管理；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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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信息服务、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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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1-9-13 注册资本 54,225.45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李忠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33 号 13 层东塔 13 层 13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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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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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172,412.28 1,167,780.50 

净资产 405,906.43 428,585.21 

营业收入 606,381.94 405,159.75 

净利润 33,213.62 22,678.78 

 

（三）天翼数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天翼数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7-6 注册资本 90,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边延风 

注册地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 1256、1258 号 1423 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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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网络文化经营；建筑智

能化系统设计；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检验检测服务；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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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联网数据服务；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软件开发；人

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

物联网应用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

件开发；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

发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健康咨询

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养老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智能家庭消费设

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终端计量设备销售；

电力设施器材销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零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广告制作；广告

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科技指

导；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安

全咨询服务；住房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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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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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4-29 注册资本 90,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雷宇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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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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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技、互联网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交流、技术服务、技术推广；

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

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

5G 通信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服

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软件开发；互联网安全服务；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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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不适用 30,000.00 

净资产 不适用 30,000.00 

营业收入 不适用 - 

净利润 不适用 - 

 

（五）中电福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电福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7-7-28 注册资本 20,1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直接持股 51%，公司

通过集成公司间接持股

49% 

法定代表人 林祺 

注册地 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软件大道 89 号 12 号楼 

经营范围 

设计、开发、销售、运营通信和信息系统的软件及应用系统；提供软件

服务及系统集成服务；其他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提供网络安全产品研发

服务；提供技术咨询；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维护、技术咨询；

通信工程设计、施工、维护；环境信息化系统设计、集成、施工及产品

的维护、安装和技术咨询；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维护；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信息服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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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国内互联网虚

拟专用网业务；内容分发网络业务；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存储转发

类业务；编码和规程转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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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14,740.04 142,380.30 

净资产 70,357.68 72,690.93 

营业收入 138,136.52 68,809.50 

净利润 10,088.18 2,344.76 

 

（六）广东亿迅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广东亿迅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1-11-20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直接持股 51%，公司

通过集成公司间接持股

49% 

法定代表人 朱培军 

注册地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 109 号 1 号楼 13 层 

经营范围 

计算机及通信软、硬件的研究、开发；承担通信网络、计算机系统的设

计、技术服务、系统集成及工程施工；计算机、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的

设计、租赁、安装及维护（以上项目涉及许可经营的持有效批准证书经

营）；销售：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接收设备）；计算

机及通信技术服务、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91,237.68 68,934.35 

净资产 56,453.17 43,201.39 

营业收入 71,728.93 24,195.95 

净利润 -10,701.94 -13,251.78 

 

（七）中电万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中电万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8-5-28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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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构成 

公司直接持股 51%，公司

通过集成公司间接持股

49% 

法定代表人 蒋哲峰 

注册地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 553 号(电信第二枢纽 B 区 4-7 层) 

经营范围 

计算机网络工程的软、硬件集成、开发、设计和维护；计算机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设计、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安全

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一级）；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计算机信息服务；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网络产品的批发零售；计算机及

网络设备的租赁；全省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连锁经营（仅供分支

机构凭许可证经营）；销售经国家密码管理局审批并通过指定检测机构

产品质量检测的商用密码产品；信息系统安全服务；医疗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售后服

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

和短信息服务业务（信息服务项目不包含 BBS，不包含新闻、出版、教

育、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业务等内容），广告制作、发行；酒店代理，票

务代理，旅游信息咨询；贷款利息结算；电子商务；电子产品等批发零

售及电信业务代办；公共建筑装饰和装修；固定电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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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69,532.79 76,180.10 

净资产 31,475.28 34,081.93 

营业收入 112,058.29 54,781.37 

净利润 4,444.88 2,606.66 

 

（八）天翼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天翼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9-9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刘紫千 

注册地 
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286 号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 7 幢

1 层 101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安全咨询服务；

软件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人工

智能双创服务平台；5G 通信技术服务；通信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

信息安全设备制造；商用密码产品销售；销售代理；业务培训（不含教

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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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进出口代理；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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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2-2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钟平 

注册地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 501 号 1101 室 

经营范围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互联网数据中心

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信息服

务业务（移动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与通信及信息业务的

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

证书类培训）、技术咨询、信息咨询、设备及计算机软硬件等的生产、销

售、安装和设计与施工；房屋租赁；通信设施租赁；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的设计、施工和维修；广告的制作、代理、发布；互联网地图服务；利

用信息网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仪器仪表及配件、

计量器具、电力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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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76,846.20 78,840.59 

净资产 58,608.42 61,825.88 

营业收入 40,144.27 19,674.47 

净利润 3,649.11 3,217.46 

 

（十）中电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电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10-10 注册资本 11,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直接持股 51%，公司

通过集成公司间接持股

49% 

法定代表人 杜训祥 

注册地 南京市玄武大道 699-1 号 

经营范围 

计算机信息系统、通信信息网络系统的设计、集成、安装、维护，计算

机软件开发，计算机软件硬件、通讯设备器材、电子产品的销售、租赁，

计算机信息网络、通信信息网络技术的咨询和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可

的职业证书类培训），工程勘察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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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按《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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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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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无

人飞行器销售；地理遥感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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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42,463.44 215,296.98 

净资产 119,088.90 134,666.54 

营业收入 182,527.57 107,488.00 

净利润 21,168.65 15,577.64 

 

（十一）浙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7-5-14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直接持股 51%，公司

通过集成公司间接持股

49% 

法定代表人 陈涛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溪沁街 8 号中国电信浙江创新园 A3-3 

经营范围 

增值电信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互联网上网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与通信、信息相关的系统集成、应

用软件集成，软件产品研发，计算机产品应用技术服务及网络安全技术

服务，数据通信，多媒体信息服务，网络工程与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

施工，微电子产品开发，通信产品、计算机设备、通信器材的销售，精

密仪表、通信仪器的维修与检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的

设计、技术开发、销售及售后服务，机械设备的研发，仪器仪表的研发、

生产和装配，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服务，设备租赁，招标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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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60,888.85 144,289.64 

净资产 36,864.65 36,138.19 

营业收入 136,946.94 67,971.90 

净利润 4,524.47 -7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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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电信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电信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6-18 注册资本 90,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赵洪勋 

注册地 
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容城县雄安市民服务中心企业办公

区 G 栋 2 层 205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研发；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大数据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互联网

安全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市场调查（不

含涉外调查）；市场营销策划；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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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呼叫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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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不适用 - 

净资产 不适用 - 

营业收入 不适用 - 

净利润 不适用 - 

 

（十三）湖北公众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湖北公众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7-6-26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直接持股 51%，公司

通过集成公司间接持股

49% 

法定代表人 尹冰琳 

注册地 东西湖区金银湖办事处航天路 9 号 

经营范围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咨询服务；安防网络、智能楼

宇及通信工程相关产品的开发、设计、施工、销售；计算机硬件与网络

设备、通信设备销售及租赁；信息服务业务（含互联网信息服务、短信

息服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农产品、农资产品（不含农药、农

膜、种子）的销售；粮油零售（仅限持证的分支机构）；与农村电商相关

的信息技术服务；物流信息服务平台；代理、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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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50,712.23 39,992.19 

净资产 19,844.33 20,615.11 

营业收入 36,294.91 20,370.56 

净利润 1,936.91 770.78 

 

（十四）重庆电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电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8-1-11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 

公司直接持股 51%，公司

通过集成公司间接持股

49% 

法定代表人 王兴明 

注册地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 51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计算机系统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计算机软硬件技

术开发；通信设备技术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销售：计算机及

外部设备、通信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及

耗材；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可经营）；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资质许

可证从事经营）；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对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信用信息进行采

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市场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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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0,251.38 9,604.67 

净资产 2,638.65 2,788.46 

营业收入 17,386.57 10,132.32 

净利润 264.47 149.81 

 

（十五）江西电信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西电信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10-19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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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构成 

公司直接持股 51%，公司

通过集成公司间接持股

49% 

法定代表人 黄建昌 

注册地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桂苑大道（创业大厦）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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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7,231.45 20,892.82 

净资产 9,628.14 12,383.18 

营业收入 34,217.80 28,591.72 

净利润 1,229.06 2,755.04 

 

四、本次注资、提供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需

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注资、提供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募集资金注资以及提供的借款将存放于上述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等 15 家

全资子公司拟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实施监管。 

公司及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等 15 家全资子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六、本次增资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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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实施募

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 

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用于

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相关审议、决

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是

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况。因此，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

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

款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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