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7-38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及延长担保期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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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济南锦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锦兴”）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注

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是济南市历城区东都国际广场和东都尚城部分资产

的收购主体。 

为满足资产收购的资金需求，济南锦兴拟与金融机构合作，公司同意为其在

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所涉及的负债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最高不超过

100,000 万元，担保期限五年。 

2、济南中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中维”）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注

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是达盛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盛置

业”）股权收购的主体，收购完成后，济南中维持有达盛置业 70%股权。 

为了满足股权收购及项目运营的资金需求，济南中维拟与金融机构合作，公

司同意为其在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所涉及的负债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

度最高不超过 100,000 万元，担保期限五年。 

3、南京吉庆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吉庆”）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人民币，是南京市秦淮区“颜料坊地块”（推广名南京院

子）的开发与建设主体。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2014-40号及2014-43

号公告），公司同意为南京吉庆与金融机构合作所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最高额担保额度为 115,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三年；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公司 2015-62



 

号及 2015-76 号）同意将南京吉庆原 115,000 万元担保额度延期三年，同时为其

增加 55,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五年。 

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满足下一步运营的资金需求，南京吉庆拟与金融机构

继续合作，公司同意为南京吉庆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所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并追加担保额度 18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三年。截止本公

告日，公司为南京吉庆的担保余额为 112,000 万元。 

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4-40 号及

2014-43 号公告），公司同意为泉州连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连禾”）

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中增加 50,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四年；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

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4-52 号及 2014-59 号公

告），公司同意为泉州连禾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中增加 175,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

保额度，担保期限四年。 

为满足下一步运营的资金需求，泉州连禾拟与金融机构继续合作，公司同意

将上述担保延期两年。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泉州连禾的担保余额为 41,500 万

元。 

5、福州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中维”）系公司全资下属

公司，为满足运营资金需求，福州中维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经营性物业贷款，公司

同意为福州中维追加不超过 15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担保期限十六年。 

福州中维为满足运营资金需求，拟向福能（平潭）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贷款 8,500 万元，公司同意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

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三年。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福州中维的担保余额为 90,000 万元。 

6、石狮泰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狮泰禾”）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注册资本为 16,000 万元人民币，是石狮泰禾广场的开发与建设主体。 

现为满足下一步运营的资金需求，石狮泰禾拟与金融机构合作，公司同意为

石狮泰禾追加 4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两年。截止本公告日，公

司对石狮泰禾的担保余额为 156,857.55 万元。 



 

7、福州泰禾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新世界”）系公司

全资下属公司，注册资本为 75,000 万元人民币，是福州东二环泰禾广场西区项

目开发与建设主体。 

为满足运营资金需求，泰禾新世界拟向福能（平潭）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贷款 11,500 万元，公司同意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

额度不超过 15,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三年。 

8、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及延长担保期限的议案》（详见公

司 2016-09 号及 2016-17 号公告），公司同意为福州泰佳在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所

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为 20,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三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公司 2016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6-142

号及 2016-149 号公告），公司同意为福州泰佳在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所涉及的全部

负债和义务追加 10,000 万元额度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三年。 

现因福州泰佳在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拟增加融资规模，公司同意为其在与金融

机构合作中所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追加提供 140,000万元额度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两年。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其担保余额为 0 万元。 

9、福州凯泽雅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泽雅丹”）系公司全资下属公

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为满足运营资金需求，凯泽雅丹拟与金融机

构合作，公司同意为凯泽雅丹在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所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11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两年。 

10、福州瑞邦道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邦道诚”）系公司全资下属

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为满足运营资金需求，瑞邦道诚拟与金融

机构合作，公司同意为瑞邦道诚在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所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11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两年。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与相关金融机构就上

述融资事项签订相关正式协议。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济南锦兴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8号玉兰广场1号楼2007室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7年01月11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以上凭资质证

经营）；室内装饰设计。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北京泰禾置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济南锦兴为新设立公司，总资产为 0，尚未实现营收。 

2、济南中维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8号玉兰广场1号楼2008室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7年01月11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以上凭资质证

经营）；室内装饰设计。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北京泰禾置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济南中维为新设立公司，尚未实现营收。截止2017年2月28日，

济南中维总资产为187.6万元，净资产为-20元。 

3、南京吉庆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长乐路9号 

注册资本：15,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08年12月29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及售后服务；房屋租赁。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3,727.31              101,778.52  

负债总额           202,151.79                89,040.6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0,000.00 7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2,151.79                19,040.61  

净资产 11,575.52                12,737.91  



 

 2016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1,515.59 -666.11 

净利润 -1,162.39 -514.28 
 

4、泉州连禾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通港西街302号东海街道办事处办公楼1楼 

注册资本：80,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4年03月06日 

经营范围：经三路以东、泉秀东街以南、沿海大通道以北、晋江大桥连接线

以西的2013-17号地块规划红线范围内从事普通商住楼和写字楼的开发建设、出

租、出售，酒店的开发建设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物业管理；室内、室外装

饰装修；建筑材料批发。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2,160.69 273,735.78 

负债总额 448,459.95 199,595.8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9,000.00                75,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48,459.95 124,595.83 

净资产 103,700.73 74,139.95 

 2016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5,032.30 - 

营业利润 39,361.31 -3,976.12 

净利润 29,560.78 -2,986.98 

 

5、福州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坂中路6号泰禾广场3期6号楼7层01单元 

注册资本：89,93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1年01月11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室内装饰装修；

金银制品、珠宝首饰、工艺品、钟表眼镜、化妆品、服装、服装面料及辅料、鞋

帽箱包、皮革制品、家具饰品、汽车配件、玩具、日用百货、文具用品、体育用



 

品、普通机械及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家用电器、照明器材、电

子产品、婴儿车、建筑材料批发、代购代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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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广，市场营销

策划；企业管理服务；承办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房屋租赁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

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合计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0,081.26 426,932.52 

负债总额 228,100.36 227,011.3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5,000.00 - 

流动负债总额 108,265.83 202,627.49 

净资产 201,980.90 199,921.17 

 2016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44.64 6,314.73 

营业利润 2,684.75 1,052.87 

净利润 2,059.72 878.53 

 

6、石狮泰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宝岛中路339号 

注册资本：16,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3年03月05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房地产的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装饰、

装修工程施工；房屋租赁。许可经营项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9,281.31 395,744.70 

负债总额 309,438.78 326,173.1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89,167.76 306,250.86 

净资产 79,842.53 69,571.58 

 2016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88,732.41  9,214.09  

营业利润 13,593.73  -2,423.11  

净利润 10,270.95    -1,826.51  

 

7、福州泰禾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晋安区福新路中段312号1#楼五层 

注册资本：75,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1年04月24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

建筑材料的批发、代购代销；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自有场地租赁；

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艺术表演活动；美容美发服务；停车场服务；

食品、烟草（仅限零售）、酒类、茶叶、鲜花、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酒店用品、

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商务代理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洗衣

服务；游泳馆；休闲健身服务；餐饮配送服务；汽车租赁服务；会议设备租赁；

票务代理；翻译服务；礼仪庆典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计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9,199.48 1,038,059.20 

负债总额 858,577.47 769,037.0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242,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51,518.92 485,244.57 

净资产 280,622.01 269,022.17 

 2016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185.64               94,173.79  

营业利润 15,410.77               25,219.51  

净利润 11,599.84               17,173.84  

8、福州泰佳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国货西路425号万寿商厦三层11-26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5年12月17日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建筑材料、针纺织、日用百货、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饲料、机械电子设备、重油（不含成品油

品）、润滑油、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矿产品、焦炭、煤炭、初级农产品、有

色金属、镍矿、金属材料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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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企

业投资管理。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458.05 

负债总额 32,455.7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32,455.70 

净资产 5,002.35 

尚未实现营收。 

9、福州凯泽雅丹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坂中路6号泰禾广场6#楼7层05铺位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6年01月13日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建筑材料、针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交

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饲料、机械电子设备、重油（不含成

品油）、润滑油、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矿产品、焦炭、煤炭、初级农产品、

有色金属、镍矿、金属材料的批发；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企业资产管理。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孙公司福州泰禾新世界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0.82 



 

负债总额 1.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00 

净资产 -0.18 

尚未实现营收。 

10、福州瑞邦道诚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坂中路6号泰禾广场6#楼7层06铺位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6年01月13日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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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进出口的商品或技术除外；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企业投资管理。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福州泰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11.32 

负债总额 1,118.6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89.00 

流动负债总额 1,118.64 

净资产 -7.32 

尚未实现营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1、 借款人：济南锦兴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0万元 

担保期限：五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 借款人：济南中维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0万元 

担保期限：五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 借款人：南京吉庆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追加18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4、 借款人：泉州连禾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225,000万元 

担保期限：延期两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5、 借款人：福州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150,000万元、不超过10,000万元 

担保期限：十六年、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6、 借款人：石狮泰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追加4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两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7、 借款人：福州泰禾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 

担保期限：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8、 借款人：福州泰佳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追加14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两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9、 借款人：福州凯泽雅丹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11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两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10、借款人：福州瑞邦道诚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11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两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为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及延长担保期限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

满足其融资需求，被担保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为公司全资下属公

司，为其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拟提供担保的下属公司所开发、经营项目前景

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利益，且担保风险可控。 

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蒋杰宏先生和郑新芝先生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公司为下属公司与金融机构合作进行融资及延长担保期限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是为了满足下属公司融资需求，有利于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且下属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未损害上市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4,990,775 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所有者权益的 292.40%。其中，对参股公司实际担保 320,760

万元人民币，其余均为对下属控股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

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