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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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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928.81

万元，均为对公司所属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 1.21％，无逾期担保。 

二、2019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 

根据公司 2019 年度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融资安排，公司拟对所

属子公司的融资业务活动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2.985 亿元。 

被担保人 与担保人关系 担保额度（万元） 

2018年末

资产负债

率(%) 

上海久通商旅客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100 72.70 

上海强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000 54.63 

上海强生集团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750 63.50 

上海强生北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 93.40 

上海上强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00 68.03 

上海天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00 64.03 

上海巴士永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持股 50% 2,000 74.45 

上海强生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1,000 96.02 

合计  29,85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久通商旅客运有限公司 



住所：浦东新区书院镇船山街 82 号 3108 室 

法定代表人：孙林庆 

注册资本：2 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省际包车客运，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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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5,784.12万元，归母净资产

9,767.80 万元，资产负债率 72.70％；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26,016.33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29,104.48 万

元，归母净利润-4,192.27 万元。 

2、上海强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沪太路 1108号 

法定代表人：杜慧 

注册资本：9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各类汽车，汽车配件，建筑材料，钢材，家用电器，

车辆劳动服务，小轿车，二手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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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098.14 万元，归母净资产

3,673.79 万元，资产负债率 54.6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4,424.34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 27,109.24万元，

归母净利润 104.17万元。 



3、上海强生集团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民府路 90 号 4 幢 101 室 

法定代表人：杜慧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汽车专项修理

（一般故障排除），汽车维修设备与工具制造，汽车配件制造、销售，

机动车检测；车辆信息咨询（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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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3,033.09万元，归母净资产

12,058.24 万元，资产负债率 63.50％；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14,393.91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20,052.90 万

元，归母净利润 2,501.51 万元。 

4、上海强生北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沪太路 800 号 

法定代表人：候爱国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上海通用雪佛兰品牌汽车销售；销售汽车（不含小

轿车），汽车配件；汽车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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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979.14 万元，归母净资产



130.70 万元，资产负债率 93.40％；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为 1,848.43 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 12,312.64 万元，

归母净利润-360.83万元。 

5、上海上强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596 弄 21 号三层 307D 室 

法定代表人：候爱国 

注册资本：45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汽车保修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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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650.86 万元，归母净资产

1,486.70 万元，资产负债率 68.0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3,164.16 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 7,824.79 万元，

归母净利润 796.87万元。 

6、上海天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650 号 6291 室 

法定代表人：候爱国 

注册资本：4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除小轿车）、摩托车，汽车及摩托车配

件、建筑装潢材料、润滑油、工艺美术品、五金工具、百货、机械设

备、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民用爆



炸物品、烟花爆竹）；商务咨询；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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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707.66 万元，归母净资产

2,412.50 万元，资产负债率 64.0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4,295.16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 14,923.60万元，

归母净利润 251.42万元。 

7、上海巴士永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6111号 1 栋 415 室 

法定代表人：虞嘉福 

注册资本：23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上海大众品牌汽车、摩托车、汽摩配件、二手车的

销售，保险兼业代理（保险公司授权代理范围），二类机动车维护（小

型车辆维修，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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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2,986.54万元，归母净资产

5,873.93 万元，资产负债率 74.45％；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17,112.61 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 138,875.13 万

元，归母净利润 1,888.67 万元。 

8、上海强生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920号 

法定代表人：陆立平 



注册资本：568.75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旅行社业务，旅游咨询，会务会展服务，汽车租赁

服务，省际包车客运，通讯设备租赁，票务服务，车、船票代理，国

内、国际航线或香港、澳门、台湾航线客运代理业务，文具用品，摄

影，彩扩，照相器材，服装，日用百货，眼镜（隐形眼镜除外），交

电商品，花卉，非金银工艺品，食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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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400.73万元，归母净资产

454.05 万元，资产负债率 96.02％；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为 10,946.68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30,712.97 万元，

归母净利润 187.03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2019年 4月 18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可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不超过 2.985 亿元的担保。董事会认

为，上述担保均为对公司所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目的是为了保

证被担保人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目前，上述被担保人生产经营情况

正常，偿债能力较强，担保风险较小且处于可控状态，上述拟提供的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担保事项尚需提交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