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643             证券简称：爱建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02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爱建租赁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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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租赁公司”） 

 担保人名称：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集团”或“公

司”） 

 本次担保额度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7.3 亿元，具体情况为：（1）为爱建租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融资提供人民币 2.8 亿元

的担保。本次新担保金额包含原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 2亿元担保金额（详

见公司临 2018-071号公告）；（2）为爱建租赁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上海分行”）融资提供人民币 1 亿元的

担保；（3）为爱建租赁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平

安银行上海分行”）融资提供人民币 3.5 亿元的担保。本次新担保金额

包含原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项下 2 亿元担保金额。（详见公司临

2019-026号公告） 

 本次实际为上述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1388.74 万元（为上

述原光大银行 2亿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贷款余额 12,966.73万元和原平

安银行 2亿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贷款余额 18,422.01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2020 年 1 月 6 日，接爱建租赁公司报告，爱建租赁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

恒丰银行上海分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综合授信

额度分别为人民币 2.8 亿元、2.5 亿元和 3.5 亿元；爱建集团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 2.8 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爱建集团与恒丰

银行上海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 1 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爱建

集团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上述 3.5 亿元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上述三项担保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1、担保人：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上海爱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7.3亿元 

（1）为爱建租赁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融资提供人民币 2.8亿元的担保。本

次新担保金额包含原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 2亿元担保金额（详见公司临 2018-071

号公告）。 

（2）为爱建租赁向恒丰银行上海分行融资提供人民币 1亿元的担保。 

（3）为爱建租赁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融资提供人民币 3.5亿元的担保。本

次新担保金额包含原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项下 2 亿元担保金额。（详见公司临

2019-026 号公告）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5、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6、反担保：无。 

（二）担保事项审批情况 

2019 年 3 月 28 日，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 32 次董事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爱建集团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2019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担保及控股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担

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1.94亿元（含历年累计余额）；有效期自公司 2018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

以及经营班子在该额度范围内和有效期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相关的各项事

宜，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爱建

集团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以上经审议通过的议案中，同意爱建集团为爱建租赁公司对外融资（包括

但不限于银行授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提供新增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

担保余额不超过 27 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营班子批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爱建租赁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 亿元，注册

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81 号 409C05 室；法定代表人马金；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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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东情况 

爱建租赁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 

爱建（香港）有限公司 25% 

合计 100% 

其中：爱建（香港）有限公司为爱建集团全资子公司。 

 

3、爱建租赁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8年（经审计） 2019年 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2,738.49 586,034.25  

负债总额 328,985.99 454,524.54  

对外融资总额  230,456.27 255,947.7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87,870.55 201,571.36  

流动负债总额 199,215.60 312,564.48  

净资产 113,752.49 131,509.70  



 

 

营业收入 28,017.34 31,719.25  

净利润 8,541.22 7,752.15  

注：2018 年数据为经审计数据，审计单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三季度数

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4、爱建租赁公司目前无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合同 

1、合同主体：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的主债权：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爱建租赁公

司签订全部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

本金余额为《综合授信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即人

民币贰亿捌仟万元整，本次新担保金额包含原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贰亿元担保金

额（详见公司临 2018-071号公告）。 

3、最高债权限额：保证人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不超过等值（折合）人民

币贰亿捌仟万元整为限。 

4、保证范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

其他应付的费用。 

5、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

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

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之日）

起两年。 

7、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合同及本合同所涉及的任何事项适用中国法律，并按照中国法律进行解

释。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时，任何一方可以依法向债权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二）与恒丰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合同 

1、合同主体： 

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的主债权：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在人民币壹亿元整的最高余

额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爱建租赁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合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授信合同、贸易融资主协议、保理服务合同、开立

担保函合同以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

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 

3、最高债权限额：债务本金最高额（余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4、担保范围：包括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办案

费用、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以及上述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各项费用所产生的各项税费。 

5、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根据各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债权履行期限分别计算。开立银行承兑

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计算。 

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中最后到期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7、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凡由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和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可向债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争议期间，各方仍应继续履行

未涉争议的条款。  

（三）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合同 

1、合同主体： 

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的主债权：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本

次新担保金额包含原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项下贰亿元担保金额。详见公司临

2019-026 号公告）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以及其相

应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最高债权限额：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折合）

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整为限。本次新担保金额包含原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项下贰

亿元担保金额。（详见公司临 2019-026号公告） 

4、担保范围：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

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5、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每一具体授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任意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

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 

7、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并按其解释；本合同双方在履行

本合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进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债权人所在

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为控股子公司爱建租赁公司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之需，提高

了其融资或获取授信的能力，从而增强其盈利能力，有利于其良性发展，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战略。 

爱建集团为爱建租赁公司提供上述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为

其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方的担保风险整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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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经审议生效的对外担保额度

为不超过人民币 90.14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3.5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担保余额为 287402.9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29.8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