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20-001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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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敬请广

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1、为满足经营需要，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禾”）作为借款人，接受兴

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 7 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作为担保

方，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为满足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禾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禾瑞”）作为借款人，拟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

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信达”）继续合作，公司同意为上述合作中所涉及的苏州

禾瑞对福建信达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2.7 亿元，担保期限为不超过 4 年。 

3、为满足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中盟文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郑州中盟”）作为借款人，接受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不

超过 7 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华大泰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连禾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为上述贷款承担共

同还款义务。因郑州中盟的项目开发由其控股股东福州泰禾方主导并全权负责财

务及资金运营，双方约定，本次融资由公司作为担保方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被担保方的其他参股股东未提供反担保。被担保方郑州中盟为公司对



其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2019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

十二次会议及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预计

情况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9-032 号、2019-049 号公告），对未来十二个月对外

担保情况进行了授权预计担保额度。上述担保在已授权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的累计预计担保额度为 85 亿元，目前已使用额

度 77 亿元（含本次的担保额度 7 亿元），剩余担保额度为 8 亿元。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苏州禾瑞的累计预计担保额度为 15 亿元，目前已使用额

度 12.7 亿元（含本次的担保额度 12.7 亿元），剩余担保额度为 2.3 亿元。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郑州中盟的累计预计担保额度为 20 亿元，目前已使用额

度 7 亿元（含本次的担保额度 7 亿元），剩余担保额度为 13 亿元。 

根据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经营层已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作出决

策。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43 号奥林匹克教学楼七层 

法定代表人：杨家勇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 年 7 月 12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批发、代购代销；室内外设计、装

饰装修；建筑、市政绿化、园林景观的设计；建筑工程技术、园林绿化工程技术、

室内设计、劳务信息、企业管理、企业营销、人力资源信息、酒店管理、财务信

息的咨询。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0%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 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70,589.14 6,547,835.88 

负债总额 6,316,082.23 6,385,742.9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8,500.00 100,675.00 

流动负债总额 6,055,717.23 5,919,680.05 

净资产 154,506.91 162,092.95 

 2019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10.73 30,177.05 

利润总额 -15,228.05 32,162.34 

净利润   -7,586.04 34,272.64 

经核查，被担保方福州泰禾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名称：苏州禾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街道苏街 111 号 

法定代表人：罗跃东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12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园

林绿化工程、景观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企业管理咨询。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状况： 

100% 

100% 

苏州禾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 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2,606.34 657,606.43 

负债总额 296,453.33 512,638.0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15,986.23 

流动负债总额 169,368.43 273,068.57 

净资产 156,153.01 144,968.40 

 2019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3,261.03 - 

利润总额 14,912.81 -4,344.30 

净利润 11,184.61 -3,265.94 

经核查，被担保方苏州禾瑞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名称：郑州中盟文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上街区许昌路 52 号院 2 号楼 2 单元-1-2 层 

法定代表人：张英辉 

注册资本：8,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12 月 24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旅游景区开发信息服务；房屋租赁；房地产

中介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营状况： 

100% 

郑州中盟文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80% 
20%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麻淑珍 

1% 

河南志强置业有限公司 

张静 

99%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120.06 44,205.46 

负债总额 54,740.89 41,000.8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54,740.89 41,000.84 

净资产 2,379.17 3,204.62 

 2019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6 - 

利润总额 -1,094.57 -976.79 

净利润 -825.45 -732.59 

经核查，被担保方郑州中盟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 7 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被担保人：苏州禾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 12.7 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 48 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被担保人：郑州中盟文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 7 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反担保情况：被担保方郑州中盟为公司对其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四、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资金需求，被担保公司所开发项目前

景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为其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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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7,528,045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407.83%。其中，对参股公司实际担保

330,460 万元，其余均为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

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