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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88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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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审议公司及下属全资公司为下属全资及控股公司（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各级下属非全资公司）、公司及下属全资公司为下属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下

属全资公司及控股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全资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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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4. 本次授权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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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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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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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担保主体：本授权担保主体包括公司及下属全资公司为下属全资及控股公

司（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下属非全资公司）、公司及下

属全资公司为下属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下属全资公司及控股

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全资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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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各级下属全资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30 亿元；  

(2) 对各级下属控股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0 亿元； 

(3) 对各级下属参股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 

(4) 下属全资公司及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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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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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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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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1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百四十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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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拟发生担保业务的主体，其截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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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下

属公司额

度分配(亿

元) 

北京北辰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李伟东 268,3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514,604      -820     -820  100 20 

长沙北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陈德启 120,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1,583,037   309,576   71,534  

100 

(间接持股) 

47 

廊坊市北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郭东星 3,1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97,778     2,389     -411  

100 

(间接持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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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旭辰置业有限公司 侯波 5,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366,495     2,633   -1,377  

51 

(间接持股) 

5 

成都北辰置业有限公司 郭立明 5,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241,652     2,432     -941  

100 

(间接持股) 

4 

成都辰诗置业有限公司 毛江军 7,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274,655     3,997   -1,548  

40 

(间接持股) 

2 

宁波北辰京华置业有限

公司 

郭立明 2,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290,413       187   -1,736  

100 

(间接持股) 

15 

宁波辰新置业有限公司 李爽 5,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384,106     3,014   -1,960  

51 

(间接持股) 

21 

合肥辰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郭东星 5,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371,543       819   -2,492  

50 

(间接持股) 

12 

苏州北辰置业有限公司 郭东星 3,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500,522       -46   -3,035  

100 

(间接持股) 

20 

苏州北辰旭昭置业有限

公司 

陈德启 70,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380,252   105,664   37,750  

50 

(间接持股) 

6 

重庆北辰两江置业有限

公司 

郭立明 10,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330,939     8,062   -1,590  

100 

(间接持股) 

25 

成都北辰华府置业有限

公司 

张民 5,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88,485     4,954       46  

100 

(间接持股) 

6 

四川北辰天仁置业有限

公司 

张民 10,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119,987     9,955      -45  

100 

(间接持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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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辰智置业有限公司 张民 5,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250,266     4,773     -227  

100 

(间接持股) 

16 

无锡市辰万房地产有限

公司 

王金磊 3,000 

房地产开

发 

    178,773     2,857     -143  

49 

(间接持股) 

3 

无锡北辰盛阳置业有限

公司 

郭东星 2,000 

房地产开

发经营与

销售 

    200,022       826   -1,174  

40 

(间接持股) 

11 

武汉金辰盈智置业有限

公司 

迟颂 2,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 - - 

50 

(直接持股) 

1 

(间接持股) 

9 

武汉裕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张民 3,000 

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 - - 60 5 

授权有效期内其他及新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 - - - - - 65 

授权有效期内其他及新

设立的控股子公司 

- - - - - - - 50 

授权有效期内其他及新

设立的参股子公司 

- - - - - - - 46 

合计 - - - - - - - 400 

 

（二）鉴于上述担保额度分配是基于本公司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因此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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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可能发生的变化，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在本授权有效期内： 

（1）对各级下属全资公司相互调剂使用其预计担保额度，如在授权期发生新

设立各级全资公司的，对新设各级全资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担保总金额范围

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2）对各级下属控股公司相互调剂使用其预计担保额度，如在授权期发生新

设立各级控股公司的，对新设立各级控股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担保总金额范

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3）对各级下属参股公司相互调剂使用其预计担保额度，如在授权期发生新

设立各级参股公司的，对新设立各级参股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担保总金额范

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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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

本次担保授权的议案。 

此项担保授权尚须获得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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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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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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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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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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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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3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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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9%；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7.33 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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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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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