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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其下属

10 家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和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间相互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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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商社博瑞进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重庆商社启迪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3、重庆商社起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重庆

商社悦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重庆商社强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6、

重庆新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7、重庆商社悦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重庆商社众志渝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9、重庆商社长航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10、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11、重庆百事达华恒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12、重庆百事达华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13、

重庆百事达华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

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其下属10家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人民币45,890万

元的担保；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间相互担

保，相互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000万元。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前期为

被担保人已实际提供担保的余额为55,51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担保期限：一年。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汽贸”）及其控制子公司、参股公司主要从

事汽车销售及服务等业务。日常经营中需要银行贷款、承兑汇票及厂方金融等维

持正常的车辆采购等经营活动。本次商社汽贸向其下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用于

票据进货或厂方金融。商社汽贸为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未提供超出持股比例的担

保，其他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此外，商社汽贸下属合资公司重庆百事达

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达华众”）及其全资子公司重庆百

事达华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达华黔”）、重庆百事达华恒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达华恒”）和重庆百事达华昶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达华昶”）因厂方金融融资要求，需相互间提供担

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重庆商社博瑞进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1850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前期实际已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8500万元，其中： 

（1）2017年1月12日，为其担保10000万元，债权人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渝北支行。 

（2）2009年7月10日，为其担保8500万元，债权人为渣打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 

上述两笔担保合同履行完毕后，本次新增的18500万元担保会择优遴选合作

金融机构，担保协议债权人可能会发生变化。 

2、重庆商社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600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将择优遴选合作金融机构并签订协

议。前期实际已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0万元。 

3、重庆商社起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400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将择优遴选合作金融机构并签订协

议。前期实际已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0万元。 

4、重庆商社悦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300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将择优遴选合作金融机构并签订协

议。前期实际已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0万元。 

5、重庆商社强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本次按股比担保金额102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前期实际已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510万元，厂方金融指定芜湖兴业银行签订协议。上述担保合同履行完毕后，

会择优遴选合作机构。 

6、重庆新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按股比担保金额141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前期实际已为其提供担保余

额0万元。上述担保合同履行完毕后，本次担保会择优遴选合作机构。 

7、重庆商社悦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按股比担保金额240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将择优遴选合作金融机构并

签订协议。前期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0万元。 

8、重庆商社众志渝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本次按股比担保2480万，担保期限一年，将择优遴选合作金融机构并签订协

议。前期实际已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0万元。 

9、重庆商社长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按股比担保1080万，担保期限一年，将择优遴选合作金融机构并签订协

议。前期实际已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0万元。 

10、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称“上汽财务”）授信百事达华众1.2亿元融

资额度，其中：商社汽贸按50%的持股比例提供6000万元担保、重庆百事达汽车

有限公司、杨敏、百事达华恒、百事达华昶、百事达华黔分别提供1.2亿元担保。

前期实际已为其提供担保余额6500万元，债权人为上汽财务。上述担保合同履行

完毕后会择优遴选合作机构。本次担保期限为一年。 

11、重庆百事达华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称“上汽财务”）授信百事达华恒3000万元

融资额度，由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杨敏、百事达华众、百事达华黔、百事

达华昶分别提供3000万元担保，担保期限一年。前期已共同担保3000万元，债权

人为上汽财务。上述担保合同履行完毕后会择优遴选合作机构。 



12、重庆百事达华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称“上汽财务”）授信百事达华黔3000万元

融资额度，由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杨敏、百事达华众、百事达华恒、百事

达华昶分别提供3000万元担保，担保期限一年。前期已共同担保3000万元，债权

人为上汽财务。上述担保合同履行完毕后会择优遴选合作机构。 

13、重庆百事达华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称“上汽财务”）授信百事达华昶3000万元

融资额度，由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杨敏、百事达华众、百事达华恒、百事

达华黔分别提供3000万元担保，担保期限一年。前期已共同担保3000万元，债权

人为上汽财务。上述担保合同履行完毕后会择优遴选合作机构。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7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六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所属全

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其下属10家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和

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间相互担保的议案》，表

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公司同意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其下属10家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人民币45,890万元的担保，

担保期限一年；同意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间相

互担保，相互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00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重庆商社博瑞进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立交支路5号； 

法定代表人：韩伟； 

经营范围：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保时捷品牌汽车销售，销售汽车零部

件、摩托车及零部件、工程机电、电器机械及器材、交电、农机产品、电子产品、

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及接收设备）、

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办公用品，汽车装饰、美容服务；代办汽车上户服

务。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 年末资产总额13815.71万元、负债总额8125.84万元、流动负债



8125.8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68472.88万元、净利润2689.87万元，2016年12月30

日在银行贷款总额为5183.24万元； 

2017年9月30日资产总额17102.08万元、负债总额12080.69万元、流动负债

12080.6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56224.78万元、净利润2021.39万元，2017年9月

30日在银行贷款总为5974.30万元。 

无任何影响公司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为： 

 

（二）被担保人：重庆商社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华园路一巷1号2幢第1层至第2层； 

法定代表人：罗跃； 

经营范围：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销售：东风悦达起亚品牌汽车、汽车

零部件、汽车饰品；代办汽车上户手续；二手车经纪；汽车清洗服务；汽车展示

服务。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 年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为3090.05万元、负债总额为3837.62万元（其中

流动负债总额为3837.62万元）、营业收入为20133.07万元，净利润为-877.54万

元。 

2017年9月资产总额：695.17 万元，负债总额：1976.04万元，无银行贷款，

流动负债总额：1976.04 万元，资产净额：-1280.87万元，累计营业收入：4098.69 

万元，净润：-533.31 万元，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为： 



 

（三）被担保人：重庆商社起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重庆市万州区万全小区 A-9区沙龙路三段； 

法定代表人：杨海林。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活动为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及配

件、机电设备、家用电器、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办公用品、文化体育用品、润滑油、汽车用品、汽车装饰用品、五金交电、I类

医疗器械；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不含小型客车租赁经营、不得从事出租客运和

道路客货运输经营）；洗车服务；二手车经纪；代办汽车按揭、抵押手续；代办

汽车上户、年审、过户、转籍手续及机动车驾驶证的年审、换证手续；从事保险

代理业务；汽车美容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会展服务。（须经审

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 年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为 1901.3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32.82 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1532.82 万元）、营业收入为 11351.21万元，净利润为-162.67

万元。 

2017 年 9月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为 763.83 万元、负债总额为 607.53 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607.53 万元）、营业收入为 3009.30 万元，净利润为-212.25

万元。 

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为： 



 

（四）被担保人：重庆商社悦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合川区工业园区高阳片区北部汽车园1号房； 

法定代表人：余果； 

经营范围：机动车维修；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代办汽车上户服务、汽车

年审过户转籍手续，二手车经纪，汽车清洗服务。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年资产总额2605.75万元、负债总额2872.76万元（其中厂家金融34.4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838.30万元）、资产净额-267.01万元、营业收入7493.02

万元、净利润-279.71万元； 

2017年9月资产总额4364.19万元、负债总额4726.19万元（其中厂家金融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726.19万元）、资产净额-361.99万元、营业收入6371.99

万元、净利润-94.99万元。 

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为： 

 

（五）被担保人：重庆商社强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78号； 

法定代表人：叶茂胜；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及维修、装饰等。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年12月资产总额11564万元、负责总额877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100万元、流动负责4672万元、资产净额2792万元、营业收入21366万元、净利

润-27万元。 

2017年9月资产总额7869万元、负责总额532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3450万

元、流动负责1874万元、净资产2545万元、营业收入10153万元、净利润-247万

元。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股权结构为： 

 

（六）被担保人：重庆新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龙园盘龙村五社113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 

经营范围：一类汽车维修。销售：汽车（含广汽本田系列小轿车）、汽车配

件、二手车；代办汽车上户、年审、驾驶证年审手续；销售：办公用品、电子产

品（不含电子出版物）、日用百货。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年年报资产总额：资产总额3511.29万元，负债总额：4908.74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25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908.74万元，资产净额:-1397.45

万元。营业收入：12558.83万元，净利润-751.82万元。无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

事项。 

2017年9月30日：资产总额4843.03万元，负债总额：6268.51万元，银行贷

款总额：25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268.51万元，资产净额:-1425.47万元。营

业收入：15942.62万元，净利润-28.03万元。 



无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股权结构为： 

 

（七）被担保人：重庆商社悦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石油路5号； 

法定代表人：韩伟；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机动车维修，代办汽车年审、过户、

转籍手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二手车经纪服务（不含汽车租赁），清洁服

务（法律、法规规定需许可或审批的项目除外）；汽车上户咨询服务；汽车美容；

汽车装饰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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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年末资产总额：5701.64万元；负债总额：负责总额：6366.24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6366.24万元，资产净额：-664.6万元，营业收入：34427.76万元，

净利润：205.77万元。 

2017年9月末资产总额：7288.51万元，负债总额：7587.88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7587.88万元，净资产：-299.37万元，营业收入：26814.31万元。 

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为： 



 

（八）被担保人：重庆商社众志渝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合川工业园区高阳片区北部汽车 9号楼； 

法定代表人：韩伟；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汽车饰品、汽车零部件；机动车维修服务，汽车信

息咨询服务，代办汽车按揭手续，代办汽车上户服务、汽车年审过户转籍手续，

二手车经纪，汽车清洗服务。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 年资产总额 3457.55 万元、负债总额 4753.95 万元（其中厂家金融

1806.0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947.91 万元）、资产净额-1296.40 万元、营业收

入 16317.97 万元、净利润-366.35万元； 

2017 年 9 月资产总额 5515.06 万元、负债总额 6837.93 万元（其中厂家金

融 3754.7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083.15万元）、资产净额-1322.87 万元、营业

收入 15104.81 万元、净利润-26.46万元。 

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图： 

 



（九）被担保人：重庆商社长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街道学府大道 81号（一）栋； 

法定代表人：余果。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活动为汽车销售和维修，包括雪佛兰品牌汽车维修服务；

汽车销售；销售汽车零部件、汽车饰品；代办汽车年审、上户、过户、转籍手续；

汽车经纪服务；汽车清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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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 年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为 703万元、负债总额为 1033万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为 1033万元）、营业收入为 3503万元，净利润为-438万元。 

2017年 9月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为 556.57万元、负债总额为 1119.62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1119.62 万元）、营业收入为 2139.58万元，净利润为-232.68

万元。 

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图： 

 

（十）被担保人：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南岸区南湖路 12号； 

法定代表人：韩伟； 

经营范围：上海上汽大众品牌轿车销售，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三类汽

车维修（车身清洁维护）、三类汽车维修（汽车装璜[篷布、座垫及内装饰]）。（按

许可证核定的项目和期限从事经营）。销售汽车配件，汽车技术咨询服务，二手

车经纪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在许可核定的范围和期限内经营，

未取得许可或超过许可核定范围和期限的不得经营）。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 年 12月：资产总额 18606.65万元、负债总额 14224.92万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 4800 万元、流动负责 14224.92 万元、资产净额 4381.73 万元、营

业收入 74236.83万元、净利润 1158.89万元。 

2017年9月：资产总额19396.86万元、负债总额14350.84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4400万元、流贷负债14350.84万元、净资产5046.02万元、营业收入63360.64

万元、净利润664.28万元。 

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为： 

 

（十一）被担保人：重庆百事达华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永川区昌州大道中段 23号 1幢 23-1号； 

法定代表人：韩伟； 

经营范围：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按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核定的事项

及期限从事经营）；上海大众品牌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销售；汽车技术咨询服

务；二手车经纪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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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 年 12月资产总额 3074.36万元、负债总额 2838.46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 0元、流动负债 2838.46万元、资产净额 235.9万元、营业收入 14062.22

万元、净利润-356.01 万元。 

2017 年 9 月资产总额 3528.56万元、负债总额 3504.67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 0元、流动负债 3504.67万元、资产净额 23.89万元、营业收入 11387.88

万元、净利润-212.02 万元。 



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为： 

 

（十二）被担保人：重庆百事达华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黔江区正阳机动车交易中心； 

法定代表人：韩伟； 

经营范围：汽车维修（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汽车销售；汽车装饰美容；汽车装饰零配件销售；汽车技术咨询；二手车经纪；

汽车租赁（不得从事出租客运和道路客货运输经营）；代办汽车年审上户、转籍

手续及机动车驾驶座年审换证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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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 年 12月资产总额 1534.05万元、负债总额 921.40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 921.4万元、资产净额 612.65万元、营业收入 11392.96

万元、净利润 149.3 万元。 

2017 年 9月资产总额 902.51万元、负债总额 247.34万元，其中，银行贷

款 0万元、流贷负债责 247.34万元、净资产 655.17万元、营业收入 4653.7万

元、净利润 42.52万元。 

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为： 



  

（十三）被担保人：重庆百事达华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忠县忠州街道大桥路 17号； 

法定代表人：韩伟； 

经营范围：汽车维修；销售：汽车、汽车配件、汽车电器、汽车装饰用口品；

汽车装饰美容；汽车技术咨询服务；二手车经纪服务；代办汽车年审、过户、转

籍手续及汽车驾驶证的年审换证手续。（以上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2016 年 12月：资产总额 1099.04万元、负债总额 683.89万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责 683.89万元、资产净额 415.15万元、营业收入

969.75万元、净利润-84.85万元。 

2017 年 9月：资产总额 1821.5万元、负债总额 1390.3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 0万元、流贷负债 1390.3万元、净资产 431.2万元、营业收入 5953.26万

元、净利润 16.05万元。 

无其他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商社汽贸为其下属10家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人民币45,890万元的信用担保

和百事达华众及其下属子公司间相互担保，相互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000万元。

上述担保的担保方式为保证，类型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的担

保协议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签订。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商社汽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需要银行贷款及承兑汇

票等维持正常的车辆采购等经营活动。本次担保有利于商社汽贸及下属子公司开

展日常经营业务，且商社汽贸及下属子公司未提供超出股权比例的担保，其他股

东均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为保证，类型为连带责任保证。董事会同意

商社汽贸为其下属10家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同意百事达华众及其下属子

公司间相互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商社汽贸及下属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销

售及服务等业务。日常经营中需要银行贷款及承兑汇票等维持正常的车辆采购等

经营活动。本次商社汽贸向其下属10家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和百事达

华众及其下属子公司间相互担保，用于票据进货或厂方金融。商社汽贸及下属子

公司未提供超出股权比例的担保，其他股东均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为

保证，类型为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应加强对被担保企业风险控制和管理，采取一

企一策的管理措施。上述被担保方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商社汽贸为其下属10家全资、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百事达华众及其下属子公司间相互担保，有助于商社汽贸及



下属子公司开展正常经营活动。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0，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55,5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的比例为11.94%，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0。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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