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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2         股票简称：光大嘉宝         编号：临 2020-038 

债券代码：155736         债券简称：19嘉宝 01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大安石虹桥中心项目对外融资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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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安赟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分别为公司并表的光大安石虹桥中心项目所属企业上海安赟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9亿元本金及相关利息、

不超过人民币 29亿元本金及相关利息等的连带责任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除本次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没有为光大安石虹桥中心项目提供其他

担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本次融资及担保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融资及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安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安赟”）系公司并表单位

——上海光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光野”）的下属企

业。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泰琳”）为上海安赟的全

资企业。上海泰琳主要开发、运营、管理光大安石虹桥中心项目（之前

名称为“上海黄金广场项目”）。上海光野的 GP（即普通合伙人）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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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控

安石”）。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上海光野 973,300,000份优先级

财产份额和 775,495,000份权益级财产份额，合计占上海光野总财产份

额的 60.47%。上海光野持有上海安赟 99.99%的股权，上海安赟持有上

海泰琳 100%股权，上海泰琳 100%持有光大安石虹桥中心项目。有关股

权结构情况如下： 

 

 

 

 

 

 

 

 

 

 

 

 

为满足光大安石虹桥中心项目开发、运营、管理之需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以“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光大安石虹桥

中心项目对外融资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即：（1）同意光大

安石虹桥中心项目（指上海安赟和上海泰琳）在不超过人民币 35.9 亿

元的范围内进行融资，主要用于项目开发建设、置换存量贷款、归还股

东借款等；（2）同意公司和上海泰琳同时为上海安赟向金融机构申请的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借款期限不超过 5 年，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

币 6.9 亿元本金及相关利息等；（3）同意公司为上海泰琳利用其项目土

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抵押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借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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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期限不超过 15 年，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9亿元本金及相关利息

等。前述融资及担保期限均以最终签署的协议约定为准，且前述担保的

生效需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融资事项为前提。 

上海安赟和上海泰琳将分别参照市场担保费用水平，向公司支付相

应期间的担保费用。 

上海光野及其下属企业同时向公司承诺：在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期

间，未经公司书面同意，上海光野及其下属企业不得进行下列行为： 

1、向项目公司股东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收益）； 

2、项目公司归还基金或基金下属企业的借款； 

3、实施重大对外投资和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 

4、调离项目公司主要负责人。 

因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对外融资后的余额超过了《公司章程》对董事

会的授权，同时本次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

净资产值的 10%、被担保对象上海安赟和上海泰琳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

等原因，本次融资及担保事项亦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后续实施

需以股东大会通过本次融资事项为前提。在本次融资及担保事项均获得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前提下，授权公司总裁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融

资及担保的后续事宜。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上海安赟概况 

上海安赟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8 日；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二层西

区；法定代表人：张晴；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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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安赟为上海光野持有 99.99%股权的子公司，且持有上海泰琳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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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赟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1,387.24 250,599.55 

负债总额 248,010.76 248,009.35 

资产净额 3,376.48 2,590.20 

 
2019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0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825.38 -786.27 

（二）被担保人上海泰琳概况 

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4月 25日；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541 号 109室；法定代表人：

周建光；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管理，饲料、金属材料、化

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

易制毒化学品）、机电设备及配件、服装服饰销售，计算机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园林绿化，室内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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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泰琳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6,392.73 176,765.90 

负债总额 143,372.74 144,038.14 

资产净额 33,019.99 32,727.76 

 
2019年 1-12月 

（经审计） 

2020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531.26 -292.22 

上海泰琳主要开发、运营、管理光大安石虹桥中心项目。该项目坐

落于上海市长宁区，东至淞虹路、南至新渔路、西至福泉路、北至天山

西路，预计总建筑面积近 17 万平方米（具体以政府有关批文为准），为

集企业总部、商务办公楼、大体量商业配套、租赁住宅等为一体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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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前期开发报建工作，现处于施工阶段，预

计于 2021 年第四季度至 2022 年第一季度起陆续开业。由于项目尚处于

开发建设期，故上海泰琳在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3 月出现亏损。 

（三）被担保人上海安赟的股东上海光野的基本情况 

上海光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27日；主要经

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二层西区；执行事

务合伙人：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资产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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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光野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3,822.79 403,403.07 

负债总额 314,330.52 315,685.39 

资产净额 89,492.27 87,717.68 

 
2019年 1-12月 

（经审计） 

2020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625.17 -1,774.47 

三、融资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借款人及被担保对象：上海安赟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9 亿元； 

借款期限：不超过 5 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9 亿元本金及相关利息等； 

担保期限：以届时签订的融资及担保协议为准。 

（二）借款人及被担保对象：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9 亿元； 

借款期限：不超过 15 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9 亿元本金及相关利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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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期限：以届时签订的融资及担保协议为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上海安赟、上海泰琳等单位均尚未签订

相关融资及担保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以之后签署的内容为准。 

四、独立董事和董事会意见 

（一）三名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上海泰琳为上海安赟提供担保、公司为上海泰琳提供担保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结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应依

法依规严格履行对外担保审批程序，充分评估担保风险，落实风险应对

措施，加强后期执行的跟踪监管。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三名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上海泰琳为上海安赟提供担保、公司为上海泰琳提供担保均

履行了对外担保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担保旨在保障光大安石虹桥中心项目所需的资金，有利于其持

续稳定发展，后续公司也将分享该项目运营产生的相关收益，有利于增

强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鉴于本次

担保数额较大、期限较长，后期执行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应加强后期执

行的跟踪监管，依法依规严格执行对外担保的各项手续，实施担保风险

的动态评估和实时报告（包括监管机构要求及时披露的报告和其他内部

实时报告）。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海安赟和上海泰琳是公司的并表企业，上海光

野持有上海泰琳的唯一股东上海安赟 99.99%股权，且其管理人为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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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光控安石，同时上海安赟和上海泰琳将分别参照市场担保费用

水平向公司支付相应期间的担保费用，故公司及上海泰琳为上海安赟提

供担保、公司为上海泰琳提供担保是必要且合理的，旨在保障光大安石

虹桥中心项目运营所需的资金，有利于其持续稳定发展，后续公司也将

分享该项目运营产生的相关收益，有利于增强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海光野及下属企业向公司做出的“在担保

期间，未经公司书面同意，不向项目公司股东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

润（收益）”等承诺能够保障公司的利益。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

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结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包括公司为昆山嘉宝网尚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和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 72.91亿元（不包括公司

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的阶段性按揭贷款担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净资产值的 114.31%，其中：公司

对并表单位的担保总额为 50.8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

司股东净资产值的 79.65%。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 

六、附件 

1、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二 0 年六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