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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债务重组及相关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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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59.05亿元，均为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的担保。其中，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

位担保金额为46.67亿元，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4.85%，提醒

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交易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交易及担保基本情况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为盘活企业资产，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美好置业”、“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

下简称“华融资产”）合作，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还款协议》、《抵押协议》、

《质押协议》、《保证协议》等相关协议，将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武汉市泰宇商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宇商贸”）的 5 亿元债权，由华融资产等额收购并重组。债

务重组后，泰宇商贸作为债务人、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美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芜湖美创”）作为共同债务人按约定向债权人华融资产履行还款义务。 

本次债务重组的主要内容如下： 

1、重组主体：华融资产（债权人）、泰宇商贸（债务人）、芜湖美创（共同

债务人）； 

2、重组金额：5 亿元； 

3、还款宽限期：24 个月，可提前还款； 

4、还款安排：还款宽限起始日起满 12 个月当日偿还重组债务 1.5 亿元，还



 

款宽限起始日起满 24 个月当日偿还重组债务 3.5 亿元；按季支付重组宽限补偿金。 

5、担保措施：芜湖美创以其名下不动产权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芜

湖美好置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芜湖美创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及其配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交易审批情况 

公司总裁办公会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召开 2019 年第 25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交易，并报请董事长批准。 

根据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可为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231.25 亿元担保（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且在股东大会批准的被担保人及额度

内，单笔不超过 10 亿元的担保事项由董事长审批。本次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授权

范围内，不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实际控制人刘道明先生及配偶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系为交易得以

顺利实施而提供的保障措施，关联方未收取担保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

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本次债务重组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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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宇商贸 100 93.57 3 0 0 否  

芜湖美创 100 93.17 0 5 6.95 否 

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可为芜湖美创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5

亿元。本次担保提供前，已使用担保余额为 0 亿元。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董

事长审批，同意本次使用担保额度 5 亿元，累计使用额度 5 亿元，芜湖美创剩余

可用担保额度为 10 亿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22078264L；企业名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总公司注册资本：3,907,020.8462 万元人民币；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负责人：龙志林；成立日期：2000 年 9 月 6 日；营业场所：

武汉市武昌区体育街特 1 号（银泰大厦 16-22 层）；经营范围：在总公司授权下，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

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

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

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

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

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系于 1999 年 11 月 1 日经国务院批准，

由财政部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2012 年 9 月 28 日整体改制，2015 年 10 

月 30 日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 

华融资产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核实，华融资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债务人泰宇商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41778778446；企业名称：武汉市泰宇商贸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汤国强；注册资本：9,000 万元；成立日期：1992 年 6 月 11

日；登记机关：武汉市硚口区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局；住所：硚口区

古田二路特 1 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与租赁(国家有专项规定经

审批后方可经营)、物业管理、服装、钢材、建筑材料、农副产品制造销售；针纺

织品、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及本公司的附属企业生产的产品批发零售（依法

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泰宇商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1,335.08 182,409.21 

负债总额 150,964.64 173,254.79 

其中：流动负债 150,964.64 173,254.79 

所有者权益 10,370.44 9,154.42 

项目 2018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9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19.65 103.85 

净利润 -7,316.86 -1,216.01 

 

泰宇商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正华利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经核实，泰宇商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共同债务人芜湖美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MA2T22XW54；企业名称：芜湖美创置业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沧；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成立日期：2018 年 9 月 5

日；登记机关：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芜湖市弋江区长江南路 83 号高新

区科创中心一楼；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工程施工，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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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美创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4,304.64 174,245.31 

负债总额 134,443.31 164,469.29 

其中：流动负债 134,443.31 164,469.29 

所有者权益 9,861.33 9,776.01 

项目 2018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9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38.67 -85.32 

芜湖美创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美好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核实，

芜湖美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债务重组标的为公司根据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正华利信息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泰宇商贸业务发展需要，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2017 年

11 月 6 日、2017 年 11 月 27 日、2018 年 2 月 27 日和 2018 年 5 月 24 日对其发生

的借款，合计金额为 5 亿元。明细如下：  

原债权人 债务人 债权金额（万元） 发生日期 应还款日期 借款发生原因 

美好置业 泰宇商贸 

1,000 2017-9-30 2018-9-30 

子公司业务发

展需要 

5,000 2017-9-30 2018-9-30 

4,000 2017-11-6 2018-11-6 

10,000 2017-11-27 2018-11-27 

10,000 2018-2-27 2018-12-31 

20,000 2018-5-24 2018-12-31 

鉴于泰宇商贸未能如期还款，公司与华融资产合作，将合计5亿元债权由华融

资产以5亿元收购并重组。债务重组后，泰宇商贸作为债务人、芜湖美创作为共同

债务人按约定向华融资产履行还款义务，并按季支付重组宽限补偿金。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详见本公告“一、（一）本次交易及担保基本情况”。 

 

六、本次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合理匹配现金流量，优化财务结构，保障公司经营目标

和发展规划的顺利实现。 

上述担保符合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相关要求，

泰宇商贸、芜湖美创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资金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

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可为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231.25 亿元

担保（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

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59.0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1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82.06%。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

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债权转让协议》、《还款协议》、《抵押协议》、《质押协议》、《保证协议》。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