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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

以下 5项担保合同： 

1、公司已与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信达迈科金属资源有限公司向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滨海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2019 年

12月 1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公司已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福建省福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

请 3,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7 日。 

3、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控股子公司厦门国贸宝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

分行申请 1,3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2019 年 11 月 18 日

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4、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

分行申请 1,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2019 年 11 月 28 日

至 2020 年 11 月 27 日。 

5、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市分行申请 2,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2019 年 11 月

25日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 2019 年 1 月 18日及 5月 17 日分别召开的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及二〇一八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公司为前述五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 

1、本次担保提供后，上海信达迈科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已签署担保

协议的担保金额为 15,000 万元，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15,000 万元，剩余

2019 年度内可用担保额度为 35,000 万元。 

2、本次担保提供后，福建省福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已签署担保协

议的担保金额为 8,000 万元，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8,000 万元，剩余 2019

年度内可用担保额度为 0万元。 

3、本次担保提供后，厦门国贸宝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已签署担保

协议的担保金额为 2,100 万元，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1,300 万元，剩余

2019 年度内可用担保额度为 4,700 万元。 

4、本次担保提供后，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已签署担保

协议的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1,000 万元，剩余

2019 年度内可用担保额度为 1,000 万元。 

5、本次担保提供后，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已签署

担保协议的担保金额为 3,500 万元，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2,000 万元，剩

余 2019 年度内可用担保额度为 6,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信达迈科金属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信迈”） 

成立时间：2003 年 01 月 16日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1267 弄 8 号第 17 层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金银制品、矿产品（除专控）、五金交电、机械设备、

汽车配件、建筑材料、仪器仪表、纸制品、针纺织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卫

生洁具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商务信息咨询，食品流通。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上海信迈 60%股权，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该公司 40%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53,807.12 万元，负债总

额 1,136.40 万元，净资产 52,670.72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459,873.74

万元，利润总额 1,646.86 万元，净利润 1,244.37 万元。截至 2019 年 11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63,425.73 万元，负债总额 112,866.99 万元，净资

产 50,558.74 万元；2019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1,096,932.69 万元，利润总额

-2,815.98万元，净利润-2,111.98万元。上海信迈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福建省福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福京”） 

成立时间：1998 年 07 月 15日 

注册地：福州市仓山区黄山高速公路连接口 

法定代表人：陆冰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维修)；一汽大众品牌汽车销售；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品)；代办汽车消费贷款服务；贸易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华夏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

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6,899.48 万元，负债总额 

5,416.47 万元，净资产 1,483.01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25,308.40 万元，



 

利润总额 416.64 万元，净利润 311.43 万元。截至 2019 年 11月 30 日（未经审

计），资产总额 9,237.97 万元，负债总额 7,559.17 万元，净资产 1,678.80 万元；

2019年 1-11月，营业收入 30,697.41万元，利润总额 261.05万元，净利润 195.79

万元。福建福京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厦门国贸宝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宝润”） 

成立时间：2012 年 09 月 10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中沧东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黄晓育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品牌汽车（九座及以下乘用车）零售；二手车零售；机动车维修；

汽车零配件零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厦门宝润 80%股权，厦门海沧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20%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7,095.57 万元，负债总额

7,182.99 万元，净资产-87.42 万元，营业收入 17,309.28 万元,利润总额 146.77

万元，净利润146.77万元；截至2019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6,400.40

万元，负债总额 6,616.77 万元，净资产-216.37万元；2019 年 1-11 月，营业收

入 14,028.14 万元，利润总额-128.95 万元，净利润-128.95 万元。厦门宝润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4、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启泰”） 

成立时间：2018 年 03 月 13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南路 3131 号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维修；洗车场；代理销售保



 

险产品；汽车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贸易代理；

汽车维护与保养（不含维修与洗车）；汽车租赁（不含营运）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986.76 万元，负债总额 52.51

万元，净资产 934.25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65.75 万元，

净利润-65.75 万元。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2,672.97

万元，负债总额 1,828.62 万元，净资产 844.35 万元；2019 年 1-11 月，营业收

入 4,450.45 万元，利润总额-89.90万元，净利润-89.90 万元。国贸启泰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5、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岸中邦”） 

成立日期：2010 年 04 月 19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南海三路 1189 号 

法定代表人：陈胜蕃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售；机动车维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批发；汽车零配

件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其他日用品零

售；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汽车租赁（不含营运）；

二手车鉴定评估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2,049.52万元，负债总额 843.08

万元，净资产 1,206.44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7,490.05 万元，利润总额

119.31 万元，净利润 119.31 万元。截至 2019 年 11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

总额 2,929.58 万元，负债总额 1,769.32 万元，净资产 1,160.25 万元；2019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18,248.75 万元，利润总额-46.18 万元，净利润-46.18 万元。



 

西岸中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范围 期限 担保方式 

厦门信达 上海信迈 

厦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滨海支行 

5,000 万元 
5,000 万元
融资额度 

2019年 12月 1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 

连带责任
担保 

厦门信达 福建福京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 

3,000 万元 
3,000 万元

融资额度 

2019年 12月 1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7 日 

连带责任

担保 

厦门信达 厦门宝润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市分行 

1,300 万元 
1,300 万元
融资额度 

2019年 11月 18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连带责任
担保 

厦门信达 国贸启泰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市分行 

1,000 万元 
1,000 万元

融资额度 

2019年 11月 28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7 日 

连带责任

担保 

厦门信达 西岸中邦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市分行 

2,000 万元 
2,000 万元

融资额度 

2019年 11月 25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连带责任

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福京、国贸启泰及西岸中邦担保，其没有提供反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信迈及厦门宝润通过签订反担保保证书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 2019 年经审议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648,100

万元+69,800 万美元。其中，2019 年度新签署的担保金额合计为 232,504.21 万

元+34,300 万美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6.56%，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415,595.79 万元+35,500 万美元。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16,504.21 万元人民币+28,300万美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3.51%。 

上述担保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