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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ST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公告编号：2019-153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债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                    

及其相关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7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与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等事项，即公司

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亿房产”）与

其原下属全资子公司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目前宁波银亿房产持有

其股权比例为 8.33%，以下简称“舟山银亿房产”）、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爱建信托”)共同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即宁波银

亿房产拟将其持有舟山银亿房产的 91,000 万元债权作为信托财产转让给上

海爱建信托设立“爱建信托宁波银亿应收债权财产权信托”，并与上海爱建

信托签署相关信托合同，由合格投资者认购信托项下的信托受益权份额，标

的债权期限延长至自信托生效日起满 24 个月之日止（不含）。截至目前，标

的债权尚余本金 600,000,000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经各方协商，宁波银亿房产拟与舟山银亿房产、上海爱建信托等签订《债

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即上海爱建信托拟将上述剩余标的债权 600,000,000

元期限及信托期限延长至自信托成立日起满 45 个月之日止（不含），即至

2020年 12月 27 日截止。同时，公司负有向上海爱建信托无条件补足标的债

权清偿额差额或受让标的债权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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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因本次被

担保对象之一宁波银亿房产在本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

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授权担保对象范围内（对宁波银亿房产授权担保

额度为 15 亿元），而另一被担保对象舟山银亿房产未在本公司 2018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授权担保对象范围内，

因此，本次担保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前，对宁波银亿房产、舟山银亿房产的担保余额分别为 11 亿元、

6 亿元；本次担保后，对宁波银亿房产的担保余额为 11亿元、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为 9亿元，对舟山银亿房产的担保余额为 6 亿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0 亿元。 

 二、被担保方及其他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 年 12月 0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610267335W 

法定代表人：方宇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42,405 万人民币 

住所：宁波保税区国际发展大厦 404B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装饰装修；房屋出租；建筑

材料及装潢材料的批发、零售；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投资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宁波银亿房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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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468,072.11 1,272,599.23 

负债总额 1,322,615.37 1,120,322.02 

或有事项 81,160 132,597 

净资产 145,456.74 152,277.21 

 2018 年度 2019年 1-6月 

营业收入 12,718.57 1,796.05 

利润总额 38,995.37 -2,052.50 

净利润 39,274.56 6,820.47 

截至目前，宁波银亿房产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11月 17日 

注册地点：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滨港路 234-236号 

法定代表人：王艳杰 

注册资本：68,367.3469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股权结构： 

 
 

 

 

 

 

 

 

关联关系：舟山银亿房产为宁波银亿房产参股公司，其与本公司前十名

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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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 12 月 31日 2019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02,668.35 415,499.96 

负债总额 386,572.12 399,205.38 

或有事项 0 0 

净资产 16,096.23 16,294.58 

 2018 年度 2019 年 1-6月 

营业收入 -0.50 0 

利润总额 180.54 -206.08 

净利润 -167.32 -206.08 

截至目前，舟山银亿房产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6年 08 月 01 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746号 3-8 层 

 法定代表人：周伟忠   

 注册资本：460268.4564 万元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

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

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其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

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

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

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股权结构： 

http://www.qixin.com/search/?key=%E5%91%A8%E4%BC%9F%E5%BF%A0&type=enterprise&searchBy=partne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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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

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

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债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 

甲方：宁波银亿房产 

乙方：舟山银亿房产 

丙方：上海爱建信托 

丁方：银亿股份 

1、标的债权 

标的债权本金余额为 600,000,000 元。 

2、标的债权的期限 

标的债权期限及信托期限延长至自信托成立日起满 45 个月之日止（不

含），即至 2020年 12月 27 日截止，如遇非工作日则提前至前一工作日。 

3、标的债权的偿还 

    2019 年 12月 27日，舟山银亿房产需偿还标的债权本金应累计不低于

5,000 万元；2020 年 3 月 27 日，舟山银亿房产需偿还标的债权本金应累

计不低于 10,000 万元；2020年 9月 27日，舟山银亿房产需偿还标的债权

本金应累计不低于 15,000 万元；2020 年 12 月 27日，舟山房产银亿需偿

还信托项下标的债权的全部本金。 

或：信托存续期间，如舟山市普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B 地块已取得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舟山银亿房产需于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日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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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个工作日内偿还标的债权本金金额累计达到 24,000 万元；如舟山市普

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C地块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舟山银亿房产需

于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日起的 30 个工作日内偿还标的债权本金金

额累计达到 36,000万元。 

（二）《差额支付及债权收购通知书》 

公司拟签收爱建信托《差额支付及债权收购通知书》，即认可该通知书

的内容并愿意履行通知书所述之全部义务： 

信托到期日，公司负有向上海爱建信托无条件补足标的债权清偿额差额

的义务，应补足的标的债权清偿额差额为：按照《债权转让合同》及相关补

充合同约定的全部本金及利息（含延期期间利息）、按照《债权转让合同》

及后续补充协议计算的违约金，扣除舟山银亿房产、公司已经支付的标的债

权借款本金、利息（含延期期间利息）、违约金（如有）；同时，公司有义

务按《债权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差额支付及债权收购

通知书》约定价格受让标的债权。 

四、董事会意见 

1、2017 年，宁波银亿房产将其持有的舟山银亿房产 83%股权转让给广

州汇吉天弘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汇吉天弘”），

双方合作开发舟山鲁家峙岛项目，同时广州汇吉天弘按其股权比例承接舟山

银亿房产债务。因合作开发协议中涉及的部分土地红线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

未落实致使项目开发滞后，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作方仍欠其按股权比

例承接的舟山银亿房产对宁波银亿房产的债务 7.42 亿元未结清（其中包含本

次债权转让中舟山银亿房产对宁波银亿房产的债务 6亿元），同时，舟山银

亿房产仍以其持有的部分土地继续为宁波银亿房产的融资业务即本次债权转

让提供抵押担保。 

因本次债权转让中标的债权转让后的资金使用方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 

宁波银亿房产，故公司拟在本次债权转让中承担无条件补足标的债权清偿额

差额的义务，同时，公司计划尽快协助合作方完成部分土地红线问题的落实

事项，并于土地红线问题落实后至今年年底前收回上述未结清债务，以及解

除在本次债权转让中承担的相应义务。 

2、目前舟山银亿房产经营情况、资产情况、信用状况均较为良好，虽舟

山银亿房产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以及舟山银亿房产未提供相

应反担保，但舟山银亿房产以名下土地资产为本次债权转让提供抵押担保，

且标的债权转让后的资金使用方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房产，公司董

事会认为公司为本次标的债权提供担保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担保风险可

控，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发展，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需求，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对公司业

务独立性无影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684,496.58 万元，占 2018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总额 1,506,557.25万元的 45.43%，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651,569.42 万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0 元，公司及公司控

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32,927.16 万元。同时，公司逾期担保余额为 

161,854.28 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余额为 121,590 万元，其中包括判决书中

需承担的本金 18,000 万元。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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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波银亿房产、舟山银亿房产的营业执照； 

3、宁波银亿房产、舟山银亿房产的经审计的 2018年度财务报表及未经

审计的 2019年 1-6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九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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