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美好置业      股票代码：000667    公告编号：2019-19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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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60.53 亿元，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单位提供的担保。其中，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为

48.63 亿元，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7.57%，提醒投资者充分关

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武汉市泰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宇商贸”）为美好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好置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武汉正华利信息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正华利”）的全资子公司，承担武汉市硚口区农利村“城中

村”综合改造项目的拆迁、安置补偿、开发工作。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

议通过，董事长批准，泰宇商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黄浦支行（以

下简称“工商银行黄浦支行”）办理住房开发贷款，用于美好名流汇 K4 项目工程

建设。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8 亿元，借款期限为 24 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借款

利率为合同生效日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10%。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泰宇商贸以其项目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武汉正华利以所持

有的泰宇商贸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根据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可

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50 亿元担保（含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且在股东大



 

会批准的被担保人及额度范围内，单笔不超过 10 亿元的担保事项由董事长审批后

实施。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不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经审计资

产负债率

(%) 

截至本次

融资担保

前余额 

（亿元） 

本次新增

融资担保

额度 

（亿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比

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美好

置业 
泰宇商贸 100 93.57% 0 8 11.12 否 

经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可为

泰宇商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0 亿元。本次担保提供前，已使用担保余额为 0 亿元。

经 2019 年 3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董事长审批，同意本次使用担

保额度 8 亿元，累计使用额度 8 亿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2 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泰宇商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41778778446；企业名称：武汉市泰宇商贸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汤国强；注册资本：9,000 万元；成立日期：1992 年 6 月 11

日；登记机关：武汉市硚口区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局；住所：硚口区

古田二路特 1 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与租赁(国家有专项规定经

审批后方可经营)、物业管理、服装、钢材、建筑材料、农副产品制造销售；针纺

织品、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及本公司的附属企业生产的产品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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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泰宇商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61,335.08 万元，负债

总额为 150,964.6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50,964.6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0,370.44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519.65 万元，净利润-7,316.86 万元。 

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泰宇商贸资产总额为 168,186.7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8,457.7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58,457.7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9,728.98 万元；

2019 年 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72.07 万元，净利润-641.4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泰宇商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武汉正华利的全资子公司，为负责开发武汉市

硚口区长丰乡农利村“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的项目公司。 

经核实，泰宇商贸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房地产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1）贷款人：工商银行黄浦支行；借款人：泰宇商贸 

（2）借款种类：住房开发贷款 

（3）借款用途：位于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特一号的美好名流汇 K4 项目工

程建设。  

（4）借款金额和期限：人民币 8 亿元，借款期限为 24 个月。 

（5）借款利率：合同生效日与借款期限相对应档次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

利率上浮 10%。 

（6）提款方式：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一次或多次提

清借款。 

（7）担保：《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美好置业）、《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泰宇商贸）、《最高额质押合同》（出质人：武汉正华利） 

 

2、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工商银行黄浦支行；保证人：美好置业 

（2）被担保的主债权：自 2019 年 3 月 12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人

民币 8 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依据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泰宇商贸的债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3、最高额抵押合同 

（1）抵押权人：工商银行黄浦支行；抵押人：泰宇商贸 



 

（2）被担保的主债权：自 2019 年 3 月 12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人

民币 5,0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工商银行黄浦支行依据主合同而享有的对

债务人泰宇商贸的债权。 

（3）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4）抵押物：美好名流汇 K4 项目在建工程。 

 

4、最高额质押合同 

（1）质权人：工商银行黄浦支行；出质人：武汉正华利 

（2）被担保的主债权：自 2019 年 3 月 12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人

民币 9,0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工商银行黄浦支行依据主合同而享有的对

债务人泰宇商贸的债权。 

（3）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质权的费用。 

（4）质物：武汉正华利所持有的泰宇商贸 100%股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作为泰宇商贸的母公司，对该公司的资金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本次

融资有利于泰宇商贸顺利筹措项目开发资金，推进公司在武汉市硚口区长丰乡农

利村“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的开发建设，保障经营目标和发展规划的顺利实现。 

泰宇商贸所开发的美好名流汇项目周边配套资源齐全，市场潜力较大，预计

项目盈利前景良好，项目销售回款能够保证泰宇商贸按时、足额支付债务本息，

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和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总额不超过 150 亿元融资担保（含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本次担保提供后，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60.53 亿元（包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84.11%。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单位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房地产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

额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