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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 B      公告编号：2019-13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瑞泽香港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的金额（全部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提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瑞泽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香港”）

及其下属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保障其业务顺利开展，公司拟对瑞泽

香港及其下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借贷业务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时为其提供

担保。公司合计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担保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上述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应担保合同

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该担保额度范围内

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间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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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截至

2018-9-30） 

本次拟提供

担保额度

（人民币）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深圳

市皇

庭国

际企

业股

份有

限公

司 

瑞泽控股

（香港）

有限公司 

100% 96.0929% 
不超过

20,000 万元 
3.77% 否 

瑞泽国际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直 接 及 间

接 合 计 持

有 80%股份 

51.5168% 
不超过

60,000 万元 
11.32% 否 

瑞泽众合

(天津)商

业保理有

限公司 

间 接 持 有

80%股份 
0.0872% 

不超过

10,000 万元 
1.89% 否 

瑞泽众合

(天津)融

资租赁有

限公司 

间 接 持 有

80%股份 
0.0032% 

不超过

10,000 万元 
1.89% 否 

上述为瑞泽香港提供的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担保额度中，包含公司拟为

瑞泽香港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美元贰仟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及存单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对象中，瑞泽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租赁”）系

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80%的下属公司，如为其提供具体担保时，其他持股的

股东将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上述担保对象可基于自身的融资需求，在审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各银行

及金融机构洽谈具体的担保条件。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瑞泽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瑞泽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9月 10 日 

注册地点：Room 1907 19/F，Lee Garden One 33 Hysan Avenue，Causeway 

Bay Hong Kong 

董事：陈小海 

注册资本：1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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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关系：系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股权架构图: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1-12

月（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2018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8,703,644.36     140,038,523.04  

负债总额 124,393,912.74 134,567,131.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309,731.62 5,471,391.08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271,855.31 -8,838,352.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855.31       -8,838,352.96 

经查询，瑞泽香港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二）瑞泽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瑞泽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11月 12 日 

注册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16号2705室 

法定代表人：邢福俊 

注册资本：8,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不含融资性担保）；与主营业务有关的

商业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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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股权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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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1-12

月（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2018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52,240,541.67     921,442,613.34  

负债总额 922,053,379.29 474,697,710.9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0,187,162.38 446,744,902.42  

营业收入 38,937,899.33        57,576,648.12  

利润总额 16,571,741.96 22,466,452.8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15,767.98       16,547,948.61  

经查询，瑞泽租赁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三）瑞泽众合(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瑞泽众合(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 2月 1 日 

注册地点：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海铁三路 288 号办公楼 208-6 

法定代表人：张旭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

理与催收；销售分户(分类)帐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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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孙公司。 

股权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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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9月30日/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1,217,489.06  

负债总额 88,214.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129,274.53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1,505,699.3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9,274.53  

经查询，瑞泽众合(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 

（四）瑞泽众合(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瑞泽众合(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9月 22日 

注册地点：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海铁三路288号办公楼208-6 

法定代表人：邢福俊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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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孙公司。 

股权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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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1-12

月（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2018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0,428,201.19     170,263,450.85  

负债总额 170,440.30 5,508.0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0,257,760.89 170,257,942.76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343,681.19 242.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760.89        181.87 

经查询，瑞泽众合(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瑞泽香港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美元贰仟万元整。 

2、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美元贰仟万元整（USD20,000,000.00）

及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乙方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等）。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止。甲方同意债权期限延展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或补充协议重新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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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瑞泽香港担保标的资产的概况 

1、质押资产的名称：单位定期存单 

2、类别：货币资金 

3、金额：人民币壹亿零壹佰陆拾万元整 

（三）除上述公司拟为瑞泽香港向厦门国际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美元贰仟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及存单质押担保外，其他预计担保额度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

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时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支持下属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其经营

发展合理需求，有助于其拓展业务，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上

述担保事项，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2、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公司或控股公司，其

经营情况稳定，具有较强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3、瑞泽租赁系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 80%的控股子公司，如为其提供具

体担保时，其他持股的股东将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本次担保公平、平等。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58,119.71万元（不含本次

董事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占公司最近一期（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67.56%。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诉担保等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