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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88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7-020 

债券代码：122348            债券简称：14 北辰 01 

债券代码：122351            债券简称：14 北辰 02 

债券代码：135403            债券简称：16北辰 0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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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有

权审议公司对下属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下同）的担保、下属公

司对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30 亿元（不包含公司及下属公司为

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担保）。 

2. 公司将视被担保人具体情况，要求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3. 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4. 本次授权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融资及经营需求，提高管理效率，现拟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如下新增担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 

1. 担保方式：公司与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质押

及抵押等。 

2. 担保主体：本授权担保主体包括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下属公司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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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30 亿元（不包含公司及下属

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担保）。 

具体额度分配如下: 

(1) 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 亿元； 

(2) 公司下属公司对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 

3. 授权范围：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有权在公司及下属公司发生担保事项

时进行审议。属于任何下列情形的，亦包含在本次提请授权范

围之内： 

(1)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2)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3)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4)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5)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0％。 

4. 授权期限：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 2017 年年度

股东大会之日止。  

5. 公司与下属公司的各担保事项，按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如构成交易，需另行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的适用

要求，包括另行取得股东批准（如适用）。 

6. 公司将视被担保人具体情况，要求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对于超出本次担保授权额度范围的，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相关监管要求及决策程

序执行。 

（二）本担保事项需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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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2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百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拟发生担保业务的主体： 

（一）下列公司，其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基本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业务性质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公司持股 

比例（%） 

北京北辰房地产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陈德启 50018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46,559 142,157 216 99.05 

北京姜庄湖园林别墅 

开发有限公司 
陈德启 美元 16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66,943 28,372 -9,176 

51 

(间接持股) 

北京天成天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陈德启 11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34,184 5,846 11,967 

5 

(直接持股) 

95 

(间接持股) 

北京北辰当代臵业 

有限公司 
陈德启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30,310 2,123 -1,101 50 

长沙北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陈德启 12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675,970 238,042 40,220 100 

长沙世纪御景房地产 

有限公司 
郭立明 2041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55,165 5,433 6,088 51 

武汉光谷创意文化 

科技园有限公司 
郭立明 4081.6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62,471 -4,088 -680 51 

廊坊市北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郭东星 31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72,324 2,666 -399 100 

杭州北辰京华臵业 

有限公司 
郭立明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15,495 4,949 -51 100 

杭州威杰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秦鸣 10 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12,499 -350 -360 

100 

(间接持股) 

杭州北辰臵业有限公司 郭立明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73,656 -111 -3,389 80 

南京旭辰臵业有限公司 侯波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79,574 4,009 -982 51 

成都北辰臵业有限公司 郭立明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13,010 3,081 -1,626 100 

成都北辰天府臵业 

有限公司 
郭立明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15,832 4,750 -250 100 

成都辰诗臵业有限公司 毛江军 7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68,835 5,545 -1,355 40 

宁波北辰京华臵业 

有限公司 
郭立明 2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24,564 1,924 -76 100 

宁波辰新臵业有限公司 李爽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70,273 4,974 -26 
51 

(间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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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辰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郭东星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336,834 -3,311 -1,689 50 

苏州北辰臵业有限公司 郭东星 3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12,423 2,989 -11 100 

苏州北辰旭昭臵业 

有限公司 
陈德启 7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311,793 67,914 -2,071 50 

重庆北辰两江臵业 

有限公司 
郭立明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61,393 9,652 -348 100 

重庆涪望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郭立明 1000 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2,557 997 -0 

100 

(间接持股) 

（二）截至授权有效期末，公司新设的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相关主体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新增担保总额仅为预计发生

额，上述担保尚需银行或相关机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本次担保授权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1. 本次担保授权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担保授权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担保授权进行

了审查并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百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担

保授权的议案。 

此项担保授权尚须获得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本次担保授权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对《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

项进行授权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就有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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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其下属公司之间发生担保，符合各方的经营现状和经营需求，有利于各

方业务的顺利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

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就有关情况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与其下属公司之间发生担保，符合各方的经营现状和经营需求，有利于各

方运作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意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

案》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9.87 亿元（未

包含公司及下属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42.77%；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7.77 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97%，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0%。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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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百次会议决议； 

2. 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3.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确认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