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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均

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请投资者

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子公司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铜官

窑”）、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童梦乐园”）、芜湖新华联

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投资管理”）、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华建”）、芜湖新华联盛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

湖盛世置业”）分别与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金融保理”）

签署《保理业务合作协议》，向供应商开具债权债务凭证（即“云单”），通过云

单业务平台向海尔金融保理申请融资，其中长沙铜官窑申请额度为人民币20,000

万元，西宁童梦乐园申请额度为人民币10,000万元，芜湖投资管理申请额度为人

民币10,000万元，湖南华建申请额度为人民币6,000万元，芜湖盛世置业申请额度

为人民币4,000万元，合计申请融资额度为人民币50,000万元，融资期限1年。 

公司及公司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崇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崇基”）、天津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华联”）、惠州市新

华联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新华联”）就上述融资事项与海尔

金融保理签署《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函》，为本次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时，新崇基与海尔金融

保理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名下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4 日及 2019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为长沙铜官窑提供新增担保额度 50 亿元，为西宁童梦乐园提

供新增担保额度 30 亿元，为芜湖投资管理提供新增担保额度 8 亿元，为湖南华

建提供新增担保额度 25 亿元，为芜湖盛世置业提供新增担保额度 8 亿元。本次

担保前，公司为长沙铜官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2.03 亿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

司为长沙铜官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4.03 亿元，此次获批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46.5 亿元；本次担保前，公司为西宁童梦乐园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3.2 亿元，本

次担保提供后，公司为西宁童梦乐园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4.2 亿元，此次获批的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14.45 亿元；本次担保前，公司为芜湖投资管理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 10.13 亿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为芜湖投资管理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13 亿元，此次获批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6.3 亿元；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湖

南华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5.23 亿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为湖南华建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 15.83 亿元，此次获批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23.8 亿元；本次担保前，

公司为芜湖盛世置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06 亿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为芜

湖盛世置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46 亿元，此次获批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7.6

亿元。上述担保涉及的金额均在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提供

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上述担保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铜官窑路 1 号铜官窑古镇游客服务中心 2 楼 

成立日期：2013 年 5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张春华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旅游景区规划设计、开发、管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文

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影院管理；教育管理；商业管理；酒店管理；展览馆；



美术馆；营业性文艺表演；游乐园；水上旅游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开

发经营；城镇化建设；商业活动的组织；商业活动的策划；培训活动的组织；艺

（美）术创作服务；住宿；票务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运营管理；办公服务；

正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小吃服务；体育场馆；健身服务；文化及日用品出

租；公寓管理；美容服务；理发服务；美甲服务；足疗；保健按摩；瑜伽保健（不

含医疗诊断）；保龄球服务；台球服务；飞镖服务；棋牌服务；婚庆礼仪服务；

射箭馆场服务；水上游乐运动；娱乐场所经营；儿童室内游戏；舞蹈辅导服务；

音乐辅导服务；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烟草制品、百

货、进口酒类、国产酒类的零售。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长沙铜官窑 100%

的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长沙铜官窑资产总额 895,977.23 万元，

负债总额 795,717.6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2,47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92,148.45 万元），净资产 100,259.62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90,237.02 万元，

利润总额 5,128.74 万元，净利润 5,128.74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长沙铜官窑资产总额 929,921.41 万元，

负债总额 830,651.55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98,189.47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97,679.61 万元），净资产 99,269.86 万元；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 24,743.83 万

元，利润总额-989.76 万元，净利润-989.76 万元。 

长沙铜官窑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人名称：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有限公司 

住所： 湟中县多巴镇黑嘴村 

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2 日 

法定代表人：苟永平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儿童室外游乐设备经营；儿童室内游乐服务；儿童社会模拟体验

服务；儿童用品、儿童玩具、儿童游乐设备租赁服务；餐饮服务；图书、报刊、

电子出版物、儿童服饰、保健用品、影像制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零售；境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图文设计、



制作；儿童用品设计、研发；动漫设计、制作；大型庆典、公关活动筹备、策划、

组织；文艺创作；会议会展及参观服务；健身服务（筹建）；摄影服务；儿童乐

园及海洋馆技术服务及相关产品设计；儿童教育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物业管理服务；品牌策划；网站建设、维护；票务管理；园区门

票及套票销售；酒店开发及管理（筹建项目）；投资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开

发、销售；剧场经营管理；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技术推广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剧场出租；广告发布；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筹建）；商业运行管理；停车服

务；进出口商品贸易；住宿及餐饮服务；主题乐园的开发、建设和经营；娱乐商

品设计、委托加工；日用百货、旅游纪念品、文具用品、工艺美术品、贵金属制

品、食品、饮料、服装服饰、玩具、珠宝首饰、体育用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的零售、批发；酒吧；儿童娱乐游艺机（赌博机和博彩机除外）；园区的导游服

务；建设、经营海洋动物馆及游乐服务（水族工程相关的设计、制作、安装）；

水生、野生动物驯养（展览展示、科普教育）；经营利用水生、野生动物（展览

展示、驯养展演、科普教育、观赏鱼类零售批发）；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观

赏）；经营利用室内萌宠小动物（展示展览、驯养展演、科普教育、零售批发）；

潜水表演；提供与上述经营项目有关的咨询服务。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联儿童乐园有限公司持有西宁童梦乐园 60%

的股权，公司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西宁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西宁童梦乐园

40%的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西宁童梦乐园资产总额 126,223.31 万

元，负债总额 76,431.7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76,431.72

万元），净资产 49,791.58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0 元，利润总额-192.62 万元，

净利润-192.62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西宁童梦乐园资产总额 169,288.03

万元，负债总额 120,589.0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118,189.06 万元），净资产 48,698.97 万元；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 0 元，利润

总额-1,092.62 万元，净利润-1,092.62 万元。 

西宁童梦乐园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被担保人名称：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老街项目 DK09-1#院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李茂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文化旅游产业投资管理、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经营，园林设计，

园林养护，景区安装维修服务，旅游景区园林规划、设计及施工；工艺品研发、

制作、销售，会务服务，旅游活动策划，旅游商品开发销售，旅游景区配套设施

建设，景区游览服务，旅游项目投资，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租赁，

商业运营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位租赁，票务服务，餐饮服

务、小吃服务、管理，住宿服务，酒店管理，承办文艺演出，自有场地租赁，文

化产业投资，文化产业化商业运营管理，休闲娱乐服务，承办展览展示，停车场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旅游服务、文化艺术品展示及销售（除文物）、翻译服务、

婚庆礼仪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涉及前置许可证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汽车

租赁，文化创意产品销售，家具、玩具销售，盆景、花卉、苗木、草坪种植及销

售，假山、雕塑制作及销售，烟、酒零售，食品、饮料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鲜花、服装、日用百货、建筑材料、机电设备销售，食品网络销售，

水上游乐服务，文体活动组织，停车场运营管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文物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览馆、美术馆、博物馆、书院、文庙节庆展览展示活

动。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芜湖投资管理

100%的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芜湖投资管理资产总额 310,712.71 万

元，负债总额 302,732.8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7,6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 238,646.94 万元），净资产 7,979.88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4,344.22 万元，

利润总额-6,233.85 万元，净利润-6,008.95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芜湖投资管理资产总额 329,249.72

万元，负债总额 323,763.1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2,500.00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 236,677.23 万元），净资产 5,486.60 万元；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 808.46

万元，利润总额-2,416.43 万元，净利润-2,501.84 万元。 

芜湖投资管理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被担保人名称：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与东二环西南角湘域相遇大厦北栋 2506 室 

成立日期：1995 年 7 月 7 日 

法定代表人：杨爱兵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湖南华建 100%的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湖南华建资产总额 813,644.24 万元，

负债总额 436,328.2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8,86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80,468.23 万元），净资产 377,316.00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70,841.37 万元，

利润总额 48,138.33 万元，净利润 46,411.58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湖南华建资产总额 820,199.13 万元，

负债总额 428,241.7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2,72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73,521.70 万元），净资产 391,957.43 万元；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 72,350.40

万元，利润总额 15,678.83 万元，净利润 14,641.81 万元。 

湖南华建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被担保人名称：芜湖新华联盛世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芜湖市鸠江区东部星城西区 78#楼 201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李茂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商品房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凭资质证经营），房屋租赁。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芜湖盛世置业

100%的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芜湖盛世置业资产总额 219,396.15 万

元，负债总额 200,153.3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9,465.95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 179,512.83 万元），净资产 19,242.77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64,707.28 万

元，利润总额 14,489.67 万元，净利润 10,552.53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芜湖盛世置业资产总额 264,530.71

万元，负债总额 244,414.1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5,053.25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 223,773.58 万元），净资产 20,116.58 万元；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 4,657.61

万元，利润总额 869.79 万元，净利润 873.81 万元。 

芜湖盛世置业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新崇基、天津新华联、惠州新华联就上述融资事项与海尔金融保理签

署《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函》，为本次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

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付的应收账款回收款、回购价款、费用、违约金等

应付款项，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其他所有应付款项。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时，新崇基与海尔金融保理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

名下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子公司开展云单业务，有助于拓展线上支付手段，节省人工及时间成本，

且云单通过多种技术风控手段，可为企业资金提供多重保障。长沙铜官窑、西宁

童梦乐园、芜湖投资管理、湖南华建和芜湖盛世置业均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未来能获得持续的现金流，具备较强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融资担保，符合公司日常经营

发展的正常需要。本次担保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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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08.19 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7.68%。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

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对外担保的情况，亦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文本；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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