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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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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接到通

知，公司已签订以下三项担保合同： 

1、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开元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开元支行申请 3,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2020 年 12 月

30日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2、公司已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3、公司已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3,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月 30 日及 2020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二〇一九年第四

次及二〇二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前述三家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前述三家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2020 年度已签署担

保协议的担保金额 

尚在担保期限

内的担保余额 

剩余 2020年度内

可用担保额度 

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10,000 万元 0 万元 

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 131,400 万元 106,400 万元 18,600 万元 

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000 万元 53,000 万元 42,000 万元 

注：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申请调入担保额度 1,000万元额度，

调出方为厦门国贸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调剂状态 
2020 年度预计担

保额度 

2020年度已签

署担保协议的

担保金额 

剩余 2020年度内

可用担保额度 

调入方 

厦门西岸中邦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调剂前 9,000 万元 
10,000 万元 

—— 

调剂后 10,000 万元 0万元 

调出方 
厦门国贸汽车进

出口有限公司 

调剂前 55,000 万元 
6,000 万元 

49,000 万元 

调剂后 54,000 万元 48,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岸中邦”） 

成立时间：2010 年 4月 19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南海三路 1189 号 

法定代表人：罗耀煌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售；机动车维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批发；汽车零配

件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其他日用品零

售；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汽车租赁（不含营运）；

二手车鉴定评估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3,556.99 万元，负债总

额 2,341.62 万元，净资产 1,215.37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0,684.86 万



 

元，利润总额-82.10 万元，净利润 8.93 万元。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未经

审计），资产总额 9,432.83万元，负债总额 8,146.45 万元，净资产 1,286.38 万

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18,033.23 万元，利润总额 125.98 万元，净利

润 71.01 万元。西岸中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安”） 

成立时间：2005 年 11月 30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仙岳 4688 号国贸中心 A栋 901-6单元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1、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2、批发：煤炭制品、焦炭

制品；3、其他法律、法规未禁止或未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 55%股权，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持有该

公司 45%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298,586.14 万元，负债

总额 145,029.73万元，净资产 153,556.41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636,595.21

万元，利润总额 13,382.98 万元，净利润 10,353.11 万元。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329,523.50万元，负债总额 171,094.73万元，净

资产 158,428.77 万元；2020 年 1-11月，营业收入 402,734.65 万元，利润总额

6,425.29 万元，净利润 4,868.01 万元。信达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车集团”） 

成立时间：2002 年 2月 1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心 B栋 21 层 

法定代表人：黄俊锋 



 

注册资本：43,788.426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五金零售；汽

车租赁（不含营运）；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日

用品零售；汽车批发；汽车维护与保养（不含维修与洗车）等。 

公司持有该公司 99.62%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该公司 0.38%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71,633.80 万元，负债

总额 93,708.39 万元，净资产 77,925.41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572.92

万元，利润总额 919.16 万元，净利润 900.85 万元。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未

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366,139.74 万元，负债总额 268,745.67 万元，净资产

97,394.07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1,561.52 万元，利润总额 2,211.93

万元，净利润 1,614.88 万元。信达国贸汽车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担保方

式 

厦门信达 西岸中邦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开元

支行 

3,000 万元 
3,000 万元融

资额度 

2020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连带责

任担保 

厦门信达 信达安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5,000 万元 
5,000 万元融

资额度 
一年 

连带责

任担保 

厦门信达 
信达国贸

汽车集团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3,000 万元 
3,000 万元融

资额度 
一年 

连带责

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控股子公司信达安通过其他股东超额担保的方式提供反担保。西岸中邦及信

达国贸汽车集团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 2020 年经审议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28,000 万元+美元 69,800 万元。其中，2020 年度新签署的担保金额合计为人



 

民币 412,900 万元+美元 8,0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1.23%，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615,100 万元+美元 61,800 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339,584.21 万元人民币+12,500

万美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2.12%。 

上述担保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

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