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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40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2021-001 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为上下游

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拟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同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符合条件的加盟

商、经销商、供应商在指定银行的授信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额度为

10,000万元；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度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共计不超过

人民币 184,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在必要时由公司关联方为上述额度范围

内拟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各类担保，或向为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第三方提供反担保。上述担保事项已经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额

度及授权的有效期自 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请参见 2020 年 5 月 3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年珠宝”）向渤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申请人民币 2,000 万元借款。

由公司、南京禧云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关联

方持股 5%以上股东李勇、王均霞夫妇及高管姜绪青为上述借款提供信用担保。

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年。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年珠宝”）向江苏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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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申请人民币 2,000万元

借款。由公司、江苏千年投资有限公司、南京南博首礼商贸有限公司、南京千年

翠钻珠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千年珠宝法定代表人王均霞、李勇夫

妇、姜绪青、钟百波、高希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由千年珠宝名下房产

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原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

期到期）后满三年之日止。 

公司二级子公司连云港市千年翠钻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千年翠

钻”）向江苏赣榆通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榆通商行”）申请

人民币 490万元借款。由公司、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李勇、王均霞夫妇为连

云港千年翠钻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公司下游公司四平市宝泰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珠宝”）于 2017

年 11月 27日向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大街支行申请 5,000万元借

款，期限三年，由公司为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宝泰珠宝将所有存货（包

括但不限于黄金、K 金、铂金、钻石等原材料和展厅镶嵌产成品等）及陆明辉所

持有的宝泰珠宝 6,000,000 股股权及其派生权益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并承担

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责任。现前述借款已到期，宝泰珠宝向长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经开支行申请人民币 3,400万元借款。由公司、宝泰珠宝法定代表

人陆明辉、宝泰珠宝股东赵海鹰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宝泰珠宝、城裕

公司、陆明辉、赵海鹰向公司提供信用反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上述担保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相关方基本情况 

（一）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9年 01月 14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中山园区）科创大道 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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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幢 212 室 

5、法定代表人：王均霞 

6、注册资本：7442.5万元整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68414950X6 

8、经营范围：黄金制品、铂金、白银、珠宝、玉器翡翠、首饰、镶嵌饰品、

钻石及钻石饰品、水晶制品、工艺品的设计、加工和销售；服饰、百货的销售；

电子元器件、LED 灯具生产及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收购、

加工、修理、以旧换新金银及珠宝制品、饰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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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9月 30 日，千年珠宝资产总额 104,265.56

万元,负债总额 36,024.38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总额 97,906.82 万元，净资产

68,241.17万元，资产负债率 35%；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9,002.46万元，

净利润 5,182.21万元。（未审计） 

（二）连云港市千年翠钻珠宝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连云港市千年翠钻珠宝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2年 09月 10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住所：连云港市海州区步行中街 4号楼 

5、法定代表人：王均霞 

6、注册资本：1002万元整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742494994X 

8、经营范围：黄金制品、铂金、白银、珠宝、玉器翡翠、首饰、镶嵌饰品、

钻石及钻石饰品、水晶制品、工艺品的设计、加工和销售；服饰、百货的销售；

电子元器件、LED灯具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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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二级子公司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连云港千年翠钻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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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3.12 万元,负债总额 9,568.16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总额 17,126.51 万元，

净资产 8,484.97万元，资产负债率 53%；2020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5,986.93

万元，净利润 419.09 万元。（未审计） 

（三）四平市宝泰珠宝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四平市宝泰珠宝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3年 04月 17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公司住所：四平市铁西区中央西路 49号 

5、法定代表人：陆明辉 

6、注册资本：1100万元整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9122030074930038X3 

8、经营范围：金银饰品加工、零售、维修、改制、回收、兑换；金条、珠

宝回收、兑换、零售；钻石、珠宝镶嵌零售；工艺品、玉器、服装、电器销售；

场地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广告制作、发布。同时分公司购物广场经营：针纺织

品、日用百货、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钟表、眼镜、服装、箱包、鞋帽销

售；柜台租赁；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停车场服务 

9、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9月 30 日，四平市宝泰珠宝有限公司资产

总额 51,847 万元,负债总额 32,209万元，其中流动资产总额 22,533 万元，净资

产 19,638 万元，资产负债率 62.12%；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4,846 万元，

净利润 1,091万元。（未审计）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序

号 
被担保人 担保日期 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反担保合同内容 

1 

江苏千年

珠宝有限

公司 

2020.12.2 

福建省爱迪尔珠

宝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禧云

金珠宝首饰有限

公司 

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 

2,000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

人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本金、利息、手续费

及其他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和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为实现本协议

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保证人在

本协议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违约金和其他

任何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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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2 

江苏千年

珠宝有限

公司 

2020.12.30 

福建省爱迪尔珠

宝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千年

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南博首礼商

贸有限公司、南

京千年翠钻珠宝

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城北支行 

2,000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

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

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及为实现

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3、保证期间：自原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

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三年

之日止 

3 

连云港市

千年翠钻

珠宝有限

公司 

2020.12.2 

福建省爱迪尔珠

宝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千年

珠宝有限公司 

江苏赣榆

通商村镇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490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债务人依据主合同与债权人发

生的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

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

费用； 

3、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

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4 

四平市宝

泰珠宝有

限公司 

2020.11.12 

福建省爱迪尔珠

宝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长春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经开

支行 

3,400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和债

权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费用； 

3、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止 

合计 7,890   

五、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83,840.00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1.89%。其中，为下游公司担保余额为 37,2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17%。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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