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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73            证券简称：中文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9-046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西新媒体协同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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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新媒体协同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媒体协

同创新体”）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新媒体协同创新体借款合同提供的担保为人民币

2,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已为新媒体协同创新体提供的担保合同累计余额

为 2,000 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2,000万元。  

2.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所属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合同累计余额为 20.70

亿元（含 2018 年度担保余额），其中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11.62 亿

元。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 4月 26 日，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文传媒”）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及

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经营业务拓展需求，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2019 年度拟申请银行综合授

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5.00亿元，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运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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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来确定，该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为所属子公司

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不超过 36.50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同意授权公司

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上述范围内办理综合授信额度申请及对综合授信额

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等事宜，担保额度可以在公司下属子公司范围内进行内部调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 3 月 29 日、2019年 4月 27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编号为临 2019-011

《中文传媒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9-015《中文传媒关

于 2019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

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及临 2019-027《中文传媒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近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签订了

《保证合同》，现公告如下： 

担保对象 授信人 

担保金

额 

（万元） 

保证授信额度

的有效期限 

担保类

型 

与本公司

关系 

江西新媒体

协同创新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分行 

2,000 

2019年6月27

日始至 2020

年 6月 27日

止 

连 带 责

任保证 

新 媒 体 协

同 创 新 体

系 本 公 司

三 级 控 股

子公司，公

司 间 接 合

计 持 有 其

95% 的 股

权。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新媒体协同创新体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人

民币 2,000万元的担保，占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15%。 

公司为新媒体协同创新体提供的担保合同累计余额为 2,000 万元，占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15%；其中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

余额为 2,000万元，占公司 2018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15%。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新媒体协同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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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 219号文化城三楼 

法定代表人：陈末 

注册资本：捌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 年 7月 8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7月 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处理；工艺美

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利用信息网络经营动漫

产品；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含信息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计算机软件开发，

技术维护，技术培训及咨询服务，IT 产品、计算机软件批发及零售）；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国内版图书批发兼

零售；房屋租赁；教育咨询服务；文艺创作与表演；多媒体互动显示设备、办公

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教学用品、通讯设备、机械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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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19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05.13 8,742.18 

负债总额 2,661.76 2,365.05 

银行贷款总额 1,900.00 1,9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583.98 2,258.10 

归母净资产 6,160.12 6,280.26 

资产负债率 29.89% 27.05% 

 
2019年 1月 1日—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4.71 1,886.35 

归母净利润 -150.14 -303.45 

注：新媒体协同创新体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关联关系 

江西新媒体协同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三级控股子公司，公司间接

合计持有其 95%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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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签订了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 04（2019）036，主要内容如下： 

1. 被担保的债权 

担保的债权本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2,000万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

分行给新媒体协同提供贷款的期限为一年期。 

2. 保证范围 

担保期限内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与新媒体协同签订的借款合

同中约定的贷款本金为 2,000万元、利息为借款合同中约定金额（公司本次担保

期限为一年期，并保持与借款合同一致）。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

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 2019年 3 月 27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1.公司董事会意见：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层的授权

是考虑到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经营业务拓展需求而作出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

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 

2.公司五位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

额度内的所属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担保事项是在公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

求的基础上，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

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该议案涉及的担保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

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形。 

该议案已经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842,130,96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0688％；

反对 7,914,920 股；弃权 0股。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合同累计余额为 20.70 亿元（含

2018年度担保余额），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5.58%。其中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11.62

亿元，占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74%。没有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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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中文传媒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中文传媒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 

2．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