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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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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1日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沙支

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的综合授信（具体执行金额以银行审批金额为

准），期限为 12 个月，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

票据、保函、信用证等有关业务。公司对上述全资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如下： 

申请单位 授信额度最高限额（元） 

北京京都酩悦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郑州悦享商贸有限公司 90,000,000.00 

江苏威华达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90,000,000.00 

济南真捷成信商贸有限公司 90,000,000.00 

四川省腾达四方商贸有限公司 90,000,000.00 

湖南金致酒业有限公司 90,000,000.00 

重庆坤世好洲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00.00 

湖北东诚恒源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00.00 

杭州品酩轩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00.00 

沈阳盛樽源通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00.00 



安徽璞卡斯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00.00 

合计 800,000,000.00 

本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1.湖南金致酒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湖南金致酒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 年 4 月 20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长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 540 号农博中心、绿色食品城栋 B4020 

法定代表人：黄飞 

经营范围：国产酒类、进口酒类、预包装食品、陶瓷、玻璃器皿、日用百

货、服装配饰、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电器机械及器材销售;茶叶作物及饮料作

物、日用器皿及日用杂货批发;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零售;企业管理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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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或 2018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19 半年度（或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807,436.82       102,295,032.51  

负债总额        38,936,493.73        31,933,767.95  

净资产        66,870,943.09        70,361,264.56  

营业收入        87,272,560.60       105,999,465.83  

净利润         9,740,210.16         8,048,235.70  

2.北京京都酩悦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京都酩悦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08 月 26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 15 号 8层 801-01 

法定代表人：彭宇清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销售日用品；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经济信息

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半年度（或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327,646.53        26,961,562.38  

负债总额        16,447,915.01        30,113,428.47  

净资产         2,879,731.52        -3,151,866.09  

营业收入        77,120,257.26        78,527,776.88  

净利润           147,730.91        -6,031,597.61  

 

3.郑州悦享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郑州悦享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11 月 2日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24 号润华商务花园 C座金水路段一层单元六 

法定代表人：徐良 

经营范围：销售：预包装食品（凭有效许可证在核定的范围内经营），农副

产品（不含棉、烟、茧、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照相器材，其

他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金属制品，建材，服装，电子产品；企业管理

咨询，市场营销策划；零售：卷烟、雪茄烟。（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半年度（或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892,717.83        29,038,935.96  

负债总额         7,409,497.58        25,320,857.29  

净资产         1,483,220.25         3,718,078.67  

营业收入        45,655,099.61        81,025,504.84  

净利润           882,078.13         2,234,858.42  



 

4.四川省腾达四方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四川省腾达四方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10 月 27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成都市武侯区外双楠龙华南路 1层 95-101 号 

法定代表人：邹武 

经营范围：批发及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农副产品、水产品、日

用百货、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照相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

装饰材料、服装鞋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市

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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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半年度（或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212,133.01        45,863,006.63  

负债总额        18,436,562.28        45,440,525.36  

净资产          -224,429.27           422,481.27  

营业收入        30,949,507.50        97,248,828.34  

净利润          -820,555.52           646,910.54  

5.济南真捷成信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济南真捷成信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05 月 08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129号祥泰广场项目 4号商务公寓 1703 

法定代表人：潘用金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食品，非专控农副产品，鲜活水产品，日用品百

货，五金产品，家用电器，照相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产品），

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装饰材料，服装、鞋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进出

口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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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半年度（或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04,774.85        23,571,678.20  

负债总额         6,036,469.52        19,619,202.80  

净资产         3,368,305.33         3,952,475.40  

营业收入        28,919,659.75        49,283,382.13  

净利润         1,368,305.33           584,170.07  

 

6.江苏威华达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威华达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05 月 25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南京市察哈尔路华严岗 1号 

法定代表人：梁芳斌 

经营范围：纺织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及配件、百

货、建筑材料的销售，仓储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预包装食品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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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半年度（或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055,615.52        44,330,217.87  

负债总额         6,001,578.53        23,331,693.66  

净资产        20,054,036.99        20,998,524.21  

营业收入        24,260,630.29        42,169,639.65  

净利润         1,109,291.38           944,487.22  

 

7.沈阳盛樽源通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沈阳盛樽源通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05 月 31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 19-1号(2-37-3) 



法定代表人：邹武 

经营范围：食品、农副产品、水产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家用电器、

照相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装饰材料、服装鞋帽、机械

设备、电子产品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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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半年度（或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50        13,944,213.04  

负债总额               114.00        11,493,877.11  

净资产               -85.50         2,450,335.93  

营业收入                  -           3,335,263.07  

净利润               -85.50           450,421.43  

 

8.湖北东诚恒源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湖北东诚恒源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05 月 08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武昌区临江大道 98 号武汉积玉桥万达广场（二期）12、13 栋 1-2

层 38 室 

法定代表人：黄飞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工艺礼品、服装鞋帽批零

兼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研发、技术服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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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半年度（或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87,264.01        12,301,891.43  

负债总额           684,003.76         9,980,919.45  



净资产         2,103,260.25         2,320,971.98  

营业收入         6,069,741.80        23,524,151.29  

净利润           103,260.25           217,711.73  

 

9.安徽璞卡斯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安徽璞卡斯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06 月 29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长江西路拓基城市广场金座 A506 室 

法定代表人：杨强 

经营范围：纺织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及配件、日

用百货、建筑材料、预包装食品的销售；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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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半年度（或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60,570.14        12,016,718.75  

负债总额         1,302,052.18        10,876,996.90  

净资产           358,517.96         1,139,721.85  

营业收入           573,026.50        16,959,142.05  

净利润          -141,482.04           781,203.89  

 

10.重庆坤世好洲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重庆坤世好洲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11 月 16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红锦大道 555 号美源国际商务大厦 1 幢 27-1 

法定代表人：邹武 

经营范围 批发及零售:食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

活动)、水产品(不含国家保护种类)、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家用电器、摄影器

材(不含航空摄影)、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服装、鞋、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半年度（或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274.90        10,436,938.00  

负债总额            68,641.50         8,361,956.83  

净资产           -51,366.60         2,074,981.17  

营业收入                  -          14,727,483.00  

净利润           -51,366.60           126,347.77  

 

11.杭州品酩轩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杭州品酩轩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10 月 25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商财富中心 2 幢 518 室 

法定代表人：杨强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纺织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信设备(除专控),

计算机及配件,日用百货,建筑材料;预包装食品销售;服务:仓储服务(除化学危

险品及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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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半年度（或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00        12,027,437.67  

负债总额               460.00         9,281,674.20  

净资产              -345.00         2,745,763.47  

营业收入                  -          31,066,847.54  

净利润              -345.00           746,108.4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授信品种、

金额、起止日期、担保方式及用途等以银行与公司最终签订的书面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授信融资提供对外担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子

公司经营资金的要求以及日常经营事项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也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

还贷款能力。 

上述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和财务风险均可控。鉴于被担

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故上述担保事项不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91,000 万元（含本次担

保额度），占公司 2019 年半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 242,310.80 万元的

37.56%，均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生任何其它对外担保事

项，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等情况。 

 

特此公告。 

 

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