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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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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预计2018年新增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90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2018年度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为提高决策效

率、高效制定资金运作方案，保证公司及子公司业务顺利开展，公司预计2018

年新增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90亿元，其中包括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10%的担保。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额度的前

提下，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项融资担保、与相关当事方签

署担保协议、办理担保相关手续、在总对外担保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各被担保人

间的担保额度）。该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

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具体担保情况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预计 2018 年度新发生担保事项具体如下： 

序号 被担保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 
新增担保金额 

（万元） 

（一）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700,000 万元 

1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700,000 

（二）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00 万元 

1 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2 上海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3 上海德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4 香港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5 杭州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6 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7 广州市德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8 舟山德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9 成都全程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 南京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1 天津全程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2 郑州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3 北京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4 青海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小计 200,000 

合计 900,000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住所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股

比例（包

括直接及

间接） 

主要财务指标 

1 

德邦（上

海）运输有

限公司 

2013/7/8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业盛路 188

号洋山保税港

区国贸大厦

A-525室 

田民芽 3000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货运代理服务，货物搬运装卸，货物

运输信息咨询（除经纪）、仓储（除

危险品）、商务咨询（除经纪）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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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109,626.36

万元，总负债

97,425.65 万元，净资

产 12,200.72 万元；

2017年 1-12月，营业

收入 531,956.14万元，

净利润 7,700.72万元。 

2 

上海德邦

物流有限

公司 

2002/9/26 

上海市青浦区

徐泾镇明珠路

1018 号 

田民芽 1000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除专控），

货运代理服务，仓储管理服务，货物

搬运装卸服务，货物运输信息咨询

（不得从事经纪），商务咨询（除经

纪），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

除外）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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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21,886.94

万元，总负债

18,377.21 万元，净资

产 3,509.73 万元；2017

年 1-12月，营业收入

102,541.08 万元，净利

润 5,719.43 万元。 

3 

上海德启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2012/12/7 

青浦区胜利路

588 号 3幢一

层 H 区 126 室 

沈立亭 1500 

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企业形象策划，企业

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与销

售，物流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15,228.35

万元，总负债 5,052.02

万元，净资产



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计算机数

据处理领域内的技术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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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6.33 万元；2017

年 1-12月，营业收入

52,189.41 万元，净利

润 8,111.52 万元。 

4 

香港德邦

物流有限

公司 

2014/1/14 

UNIT 2 FLOOR 

9 GLOBAL 

GATEWAY(HONG 

KONG) NO.168 

YEUNG UK ROAD 

TSUEN WAN NT 

无 HKD1200 
物流，國際快遞，進出口貿易，電子

商務，信息咨詢服務，廣告製作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18,706.28

万元，总负债

13,742.05 万元，净资

产 4,964.23 万元；2017

年 1-12月，营业收入

18,866.13 万元，净利

润 1,838.31 万元。 

5 

杭州德邦

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 

2008/1/17 

杭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白杨街

道文津路 501

号普洛斯杭州

物流园 B3幢 1

单元 

陈宗达 7000 

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配载、

货运代理、仓储理货）；国内快递（邮

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在许可证的

有效期内经营）。整车（整批）集装

箱的托运提取；海上、航空、水路、

铁路、陆路国际货运代理服务；货物

运输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商

品中介）等，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

切合法项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

营的项目。）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1,1731.95

万元，总负债 3,944.63

万元，净资产 7,787.33

万元；2017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52,728.23 万

元，净利润 372.75 万

元。 

6 

深圳市德

邦物流有

限公司 

2003/9/16 
深圳市盐田区

东海道 427 号 
李建雄 3000 

货物装卸、国内货运代理；信息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从事国内航线除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的航空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15,913.35

万元，总负债 9,302.23



货运销售代理业务；国内快递（邮政

企业专营业务除外）等 

万元，净资产 6,611.13

万元；2017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96,823.87

万元，净利润 4,254.95

万元。 

7 

广州市德

邦物流服

务有限公

司 

2000/8/8 

广州市白云区

白云大道北自

编 586 号之五 

黄华波 3000 

跨省快递业务；省内快递业务；道路

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道路货物运输代理；物流代理服务；

装卸搬运；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

务代理；仓储代理服务；广告业；航

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运输货物打包

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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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9,515.72

万元，总负债 4,459.55

万元，净资产 5,056.17

万元；2017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72,317.72 万

元，净利润 556.17 万

元。 

8 

舟山德兴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16/5/19 

舟山港综合保

税区企业服务

中心

303-2260室 

姚晓舟 10000 

投资与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计算机数据处理领

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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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0.89万元，

总负债 0万元，净资产

0.89万元；2017年 1-12

月，营业收入 0万元，

净利润-0.2 万元。 

9 

成都全程

德邦物流

有限公司 

2007/7/31 

中国（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

区成都市双流

区公兴街道正

公路 3999号 

钟智龙 2000 

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

搬运装卸；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代办货物运输手续；货物运输信息咨

询；物流配套服务等（依法须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7,530.93

万元，总负债 4,548.95

万元，净资产 2,981.97

万元；2017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69,072.64 万



元，净利润 546.07 万

元。 

10 

南京德邦

物流有限

公司 

2009/4/27 

南京市栖霞区

尧化街道公园

东路 1号 1号

楼一层 

田民芽 2000 

货运代理（代办）；货运配载；国内

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普

通装卸；普通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化

学品）；代办货物运输手续；物流配

套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

内各类广告（凭许可证经营的除外）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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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6,910.47

万元，总负债 3,855.8

万元，净资产 3,054.66

万元；2017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78,270.9 万

元，净利润 774.64 万

元。 

11 

天津全程

德邦物流

有限公司 

2007/8/31 

天津自贸区

（东疆保税港

区）海丰物流

园九号仓库一

单元-10 

刘建青 25000 

仓储（危险化学品除外）；普通货运、

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运输

信息咨询；代办货物运输手续；货物

装卸服务；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

业务除外）；海上、陆路、航空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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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26,170.2

万元，总负债

12,313.26 万元，净资

产 13,856.95 万元；

2017年 1-12月，营业

收入 190,295.67万元，

净利润-917.94万元。 

12 

郑州德邦

物流有限

公司 

2008/11/7 

郑州国际物流

园区义通路以

西、仁通路以

东、喜达路以

南 

张海宾 300 

货运站经营（货物包装、货运代理、

货物中转、货运信息配载）；制作、

设计、代理、发布广告；国内快递（邮

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仓储服务；

国际货运代理；配送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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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7,541.94

万元，总负债 6,569.09

万元，净资产 972.85

万元；2017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78,787.74 万

元，净利润 522.85 万

元。 



13 

北京德邦

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 

2002/6/28 

北京市朝阳区

黑庄户乡大鲁

店二村东 3号 

刘建青 500 

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06月 19日）；货运代理；

物资储存服务；货物装卸；信息咨询

服务（中介除外）；陆路、海上、航

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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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8,627.33

万元，总负债 7,833.65

万元，净资产 793.68

万元；2017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99,606.97 万

元，净利润 568.68 万

元。 

14 

青海德邦

物流有限

公司 

2015/2/6 

青海省西宁市

城东区八一东

路 200 号 16

号楼 200-76

号 

李浩 100 

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

（此项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年 01月

19 日）；仓储服务、货运代理、搬

家服务、运输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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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562.57 万

元，总负债 413.81 万

元，净资产 148.76 万

元；2017年 1-12月，

营业收入 3,689.05 万

元，净利润 45.10 万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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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金额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

协议为准。 

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项授权，公司将根据下属公司的经营能力、资金需求

情况并结合市场情况和融资业务安排，择优确定融资方式，严格按照股东大会授

权履行相关担保事项，控制公司财务风险。 

 

五、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在综合考虑公

司及所属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作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

略，被担保人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六、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及下

属公司 2018年度经营及业务发展需求，担保事项的或有风险不会影响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七、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25,586万元，其中，公司对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58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7%；

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42%，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