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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20-034 

债券代码：112262     债券简称：15 荣安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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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保的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26%，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一）担保事项概述 

因房地产项目开发融资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兴荣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

荣越”）接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额不超过的 70,000 万元

的银团贷款，期限不超过三年。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房地产业务开展，公司按权益比例对

该笔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3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融资机构、其他担保条

件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担保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嘉兴荣越置业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总额不超过 35,000 万元人民币 

（二）担保情况概述二、 

因业务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天苑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苑景观建设”）

接受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额不超过的 8,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开展，公司对该笔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8,000 万元的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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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

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融资机构、其他担保条件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担保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浙江天苑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总额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 

（三）担保情况概述三、 

因房地产项目开发融资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台州荣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城

置业”）接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额不超过的 61,400 万元的融资，期限三年。为支

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房地产业务开展，公司对该笔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61,400 万元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中涉及的融资机构、其他担保条件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担保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台州荣城置业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总额不超过 61,400 万元人民币 

（四）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2 日、2020 年 1 月 20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

议和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

况的议案》。详见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4 日、2020 年 1 月 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荣安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和《荣安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2020 年度公司对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

不超过 150 亿元的担保，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20 亿元的担

保。在担保预计对象及额度范围内，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项，董事

会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之同时，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项。根据担

保预计情况及相关授权，本次公司为“嘉兴荣越”、“天苑景观建设”、“荣城置业”提供

担保的事项属于公司对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在授权的 150 亿

元额度范围内，具体担保事项由董事长审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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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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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越 
50% 96.15% 

                 

1，391，000 

35,000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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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76.96% 8,000 1.19% 

荣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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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对象一、 

（一）公司名称：嘉兴荣越置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 年 12月 27 日 

（三）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融通商务中心 5 幢 101 室-4 

（四）法定代表人：陈寅 

（五）注册资本：肆仟万元整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七）股权结构：嘉兴荣安置业有限公司和上海盈式贸易有限公司分别通过嘉兴钇坤置

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0%、5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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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联情况：“嘉兴荣越”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非关联方，且与本

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

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九）“嘉兴荣越”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截止 2020年 4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 1,035,048,794.31 

负债总额 - 995,158,403.19 

或有事项 - - 

净资产 - 39,890,391.12 

 2019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4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0.00 

利润总额 - -111,942.51 

净利润 - -109,608.88 

（十）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十一）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对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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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名称：浙江天苑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07 年 06月 04 日 

（三）注册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咸祥镇咸祥中路 117 号 

（四）法定代表人：俞康麒 

（五）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六）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市政工程专业承包，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承包，

园林绿化专业承包，机电安装工程总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

等。 

（七）股权结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天苑景观建设”100%股权。 

 

（八）关联情况：“天苑景观建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非关联方，且与本公司及本公

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九）“天苑景观建设”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4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91,105,900.00 5,403,206,219.58 

负债总额 4,171,331,515.39 4,158,268,481.20 

或有事项 - - 

净资产 919,774,384.61 1,244,937,738.38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4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63,422,248.83 796,200,480.93 

利润总额 870,542,829.59 368,284,894.32 

净利润 787,274,384.61 325,163,353.77 

（十）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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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对象三、 

（一）公司名称：台州荣城置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 年 10月 25 日 

（三）注册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杨家桥 108 号 

（四）法定代表人：余挺 

（五）注册资本：壹亿叁壹仟万元整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七）股权结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95%的股权，宁波甬椒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该公司 5%的股权。 

 

（八）关联情况：“荣城置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非关联方，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

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九）“荣城置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4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9,475,184.82 484,644,604.58 

负债总额 389,716,265.00 355,869,338.37 

或有事项 - - 

净资产 49,758,919.82 128,775,2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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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4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311,953.98 -1,227,533.64 

净利润 -241,080.18 -983,653.61 

（十）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十一）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一、 

（一）担保金额：35,000 万元人民币 

（二）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合同二、 

（一）担保金额：8,000 万元人民币 

（二）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合同三、 

（一）担保金额：61,400 万元人民币 

（二）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兴荣越”、“天苑景观建设”、“荣城置业”提供的担保主

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的日常资金需求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加快项

目的开发进程，保障子公司日常业务的顺利开展,且担保对象均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此次担

保事项在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符合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 

“嘉兴荣越”的另一股东方亦按权益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担保，“嘉兴荣越”以其全部

资产为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措施。“荣城置业”的另一股东方宁波甬椒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控制的员工项目跟投平台，因此未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

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883,31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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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1.74%。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

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174,34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00%。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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