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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编号：临2019-014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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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联交易风险：公司为参控股（含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可为其

正常开展业务提供保障，保证公司实现预期经济目标，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累计关联交易金额：2018年度，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借款共计 10,055.57

万元；公司为参股公司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10,000.00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如无特殊情况则不存在反担保。 

● 累计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 

 

一、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总体情况 

1、关于对外融资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及资金需求，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的融资额度。上述融资主要用于项目开发建设、置换现有债务、改善财务结构、

补充流动资金。信贷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金融机构贷款、委托贷款及协议借款。 

2、关于对参控股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借款不超过 99亿元人民币，公

司（含全资子公司）预计对参股公司提供借款不超过 32.04亿元人民币。 

对参股公司提供借款详见附表 1。 

3、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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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的担保）发生额不超

过 22亿元（含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2。 

具体每笔担保发生的担保期限根据相关正式合同另行约定。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交易对方情况详见附表 3。 

因公司提供借款的参股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中所规定关联方范围，故构成关联关系。关联董事高一轩先生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以上。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提供借款交易，均依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

则，按照市场价格或双方参照市场协议价格执行，并将以合同的方式明确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公司提供借款，一般情况需要对方提供抵押物（参股公司不动产全

部已抵押给金融机构等特殊情况除外），公司根据双方协议价格确定利率水平及

付息方式。 

四、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参控股（含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可为其正常开展业务提供保

障，保证公司实现预期经济目标，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4月18日，公司十届十三次董事会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并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

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审批上述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授权期限为自审议本议案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

大会结束之日止。关联董事高一轩先生已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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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

和相关审议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向参股

公司提供借款事项属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

允的原则，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意

见，认为：公司预计发生的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该议案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借款共计 10,055.57 万元；公司为参股公

司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10,000.00 万元。 

七、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059,000万元，

占公司2018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13.15%，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25,000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0元，公司对参股子公司的担保余

额为138,000万元，全资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796,000万元。此外，

全资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4,900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公司未发生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十届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关于将《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讨论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独

立意见； 

4、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借款、对外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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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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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对参股公司提供借款明细表 
（单位：万元） 

提供借款对象 提供借款金额 

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 1）      3,200.00  

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注 2）      46,000.00  

北京京投颐信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注 3）      6,200.00  

北京潭柘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4）      15,000.00  

无锡望愉地铁生态置业有限公司（注5） 250,000.00 

合计      320,400.00  

注 1、我公司持有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鄂尔多斯公司”）49%股权，内蒙古凯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鄂尔多斯公司 49%股

权，北京银宏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鄂尔多斯公司 2%股权，依据鄂尔多斯公司股东

间约定，内蒙古凯富投资有限公司向鄂尔多斯公司投入资金最高额不超过 1.17

亿元，其余所需资金由我公司向鄂尔多斯公司提供。2019 年，我公司预计向鄂

尔多斯公司提供的借款，主要用于支付工程尾款及日常运营支出； 

注 2、我公司持有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 55%的股权，TFIL持有上海礼仕酒

店有限公司 45%股权。我公司按约 73%比例提供运营所需资金，复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 TFIL 的股东方按约 27%比例提供运营所需资金。2019 年，我公

司预计向上海礼仕公司提供的借款，主要用于支付我公司提供借款的利息及补充

酒店运营资金。 

注 3、我公司与北京中天颐信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北京京投颐信

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50%股权，我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将按照持股比例为其

提供借款； 

注 4、北京潭柘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我公司全资子

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 40%，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0%，北京龙湖天行置业有限公司

持股 10%，北京德俊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30%。我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将按照持

股比例为其提供借款。 

注 5、无锡望愉地铁生态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我公司持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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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0%、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0%、无锡万科房

地产有限公司持股 40%。我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将按照持股比例为其提供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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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被担保对象 预计最高担保额度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注 2） 50,000.00 

无锡惠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注 2） 140,000.00 

合计 220,000.00 

注 1：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含全

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 

注 2：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无锡惠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我公司

全资子公司（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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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京投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京投置地房

地产有限公司 

无锡惠澄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北京京投颐信健康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潭柘兴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望愉地铁生态置业有

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本部 
全资子公司，持

股比例 100% 

全资子公司的子公

司，持股比例 100% 

合营企业，公司持股

比例 50% 

合营企业，公司持股

比例 40% 

合营企业，公司持股

比例 55% 

合营企业，公司持股比例

49% 

联营企业，公司持股比例

20% 

注册资本 74,078 500,000 12,000 3,000 30,000 58,525.83 3,000 50,000 

法定代表人 魏怡 高一轩 高一轩 高一轩 高一轩 高一轩 范玉章 王金磊 

注册地址 宁波 北京 无锡 北京 北京 上海 鄂尔多斯 无锡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

营及租赁等 

房地产开发；销

售商品房等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开发、集中养

老服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 

建造、经营及管理宾

馆，物业管理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开发、经营；对城市

轨道交通的投资、建设、运

营 

总资产 596,490.64 732,250.09 140,528.58 2,749.90 763,160.49 175,362.51 112,012.29 0.00 

总负债 452,164.99 705,598.63 116,443.18 2,033.66 758,671.04 193,469.35 169,009.24 0.00 

银行贷款 19,800.00 0.00 42,000.00 0.00 0.00 128,000.00 0.00 0.00 

流动负债 238,116.96 259,587.67 16,193.18 733.66 739,691.04 49,633.84 168,896.24 0.00 

净资产 144,325.65 26,651.46 24,085.40 716.24 4,489.45 -18,106.84 -56,996.95 0.00 

营业收入 2,762.03 85.00 14,511.45 0.00 0.00 21,158.01 0.00 0.00 

净利润 22,233.22 36,282.97 4,030.28 -873.54 -191.18 -14,112.70 -7,514.15 0.00 

影响被担保人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注1：上述财务指标均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报表数据。 

注2：无锡望愉地铁生态置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取得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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