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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

产 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有效推进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岭南股份”）

文化旅游项目落地，助力公司“大文旅”业务的蓬勃发展，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

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集团”）办理不超过 1.5

亿元的流动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1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相关

协议为准。公司拟为二级子公司上海恒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文

化”）办理不超过 3000 万元的流动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1 年，

具体以实际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20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其中同意为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预计额度为

100,000万元（已签约担保额度为 22,152万元），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恒润集团提

供的可用担保额度为 77,848 万元，为恒润集团及其子公司恒润文化提供 1.8 亿

元担保后的担保余额预计为 40,152 万元，公司为恒润集团提供的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预计为 59,848 万元。 

此次担保事项在预计额度范围内，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由公司董事长负责担保落地、在符合规定担保对象之间调剂

额度等的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二、对控股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情况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2020 年 9

月 30 日）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2020 年 9 月

30 日） 

是否关

联担保 

岭南生

态文旅

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恒润数字

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82.36% 55.90% 

2.3683

亿元 

1.5 亿元 2.97% 否 

上海恒润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 

82.36% 39.23% 0.1 亿元 0.3 亿元 0.59% 否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20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其中同意为恒润集团提供的担保预计额度为 100,000万元。本次担保前，

公司对恒润集团的担保余额（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 22,152

万元，可用担保预计额度为 77,848万元。 

本次将使用恒润集团 1.8 亿的担保额度，其中 1.5 亿元用于恒润集团，0.3

亿元用于恒润文化。本次担保后，恒润集团尚有担保预计余额为 59,848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平 

成立时间：2008-03-21 

注册资本：22955.6413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青工路 655号 

经营范围：从事数码影像、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影视策划，电影制片，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施



工，机电设备安装，建筑机电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建设工程施工，建筑

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钢结构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音响系统设备、工艺

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销售，展览展示服务，展台制作设计，电器设备、

电子设备、低压成套设备开关设备、影院座椅、播放服务器设备、玩具、液压成

套设备（除特种设备）的设计、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出资占比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18906.40 82.36% 

合肥泽恒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 3.49% 

安徽省中安海外技术引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6.50 3.34% 

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94.50 0.41% 

滁州中安创投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00 0.8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春阳启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43.60 1.06% 

广西广投国宏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8.7575 1.65% 

广西柳州广投国富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84.1683 0.37% 

广西贺州东融数字科创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7.8758 0.16% 

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9.8397 1.39% 

项丽君 1135 4.94% 

合计 22,955.6413 100% 

与本公司关系：恒润集团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恒润集团 82.36%股

权，公司与之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恒润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经审计合并数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合并数据） 

资产总额 1,558,410,492.35 1,686,362,789.93 

负债总额 950,841,391.18 942,601,842.14 

净资产 607,569,101.17  743,760,947.79  

营业收入 443,818,123.27 296,693,845.26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经审计合并数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合并数据） 

利润总额 79,286,838.09 40,237,371.56 

净利润 68,537,684.86 39,598,780.43 

经查询，恒润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上海恒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恒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平 

成立时间：2005-04-28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钱桥路 756号 1045室 

经营范围：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电影发行；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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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大型游乐设施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

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工

程用机械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影摄制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出资占比 

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 

合计 10,000 100% 

与本公司关系：恒润文化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持有恒润集团 82.36%股

权，恒润集团持有恒润文化 100%股权，公司与之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恒润文化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经审计合并数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合并数据） 

资产总额 282,373,748.57 347,317,571.20 

负债总额 109,678,586.66 136,236,159.93 

净资产 172,695,161.91  211,081,411.27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经审计合并数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合并数据） 

营业收入 231,642,784.28 141,871,619.12 

利润总额 86,661,885.46 44,033,277.43 

净利润 73,368,418.97 38,386,249.36 

经查询，恒润文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恒润集团办理不超过 1.5 亿元的流动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 1 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公司拟为恒润文化办理不超过

3000 万元的流动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1 年，具体以实际签订

的相关协议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为保证相应子公司、项目公司的业务顺利开展，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在

子公司及项目公司申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授信、信托、融资租赁、保理等金融机

构信贷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2020 年度担保金额不超过 55

亿元。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由公司董事长负责担保落

地、在符合规定担保对象之间调剂额度等的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恒润集团、恒润文化提供担保，有利于恒润集团、恒润文

化的文旅项目顺利落地，推进公司大文旅业务的发展。该笔担保风险可控，不会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额度为 1.8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69%。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签约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960,432万元；实际负有担保义务的额度为 618,882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26.79%；扣除对子公司、项目公司



担保后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9,430.89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98%。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涉及诉讼的对外担

保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