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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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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担保人： 

太原蓝光和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蓝光”） 

成都浦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浦兴商贸”） 

成都金鑫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鑫贸易”） 

2、担保金额：82,027.40 万元人民币 

3、是否有反担保：无。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包括其下属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

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借款金额/ 

履约金额 

担保金额/ 

担保标的 

公司持

股比例

（包括

直接及

间接）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太原蓝光 

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

公司（简称

“ 蓝 光 和

骏”）、山西红

盛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

司、太原蓝光 

14,000 14,000 100% 
中航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山西红盛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晋

（2021）太原市不动产权

第 0035247 号】；太原蓝

光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及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2 浦兴商贸 

蓝光和骏、宁

波奉化蓝煜

置业有限公

司 

56,000 60,027.40 99.7%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蓝光和骏、宁波奉化蓝煜

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3 

金鑫贸易 

蓝光发展 8,000 8,000 

100% 海尔金融保

理（重庆）有

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及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浦兴商贸 99.7% 

合计 78,000 82,027.40 - - - -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 2020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713.6 亿元；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及 2021 年 2 月 23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对全资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增加 50 亿元；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550,000 319,000 231,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3,263,000 2,996,763 266,237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3,294,000 2,370,825 923,175 

4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529,000 125,400 403,600 

 合计 7,636,000 5,811,988 1,824,012 

备注： 



（1）实施过程中，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

别，若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已约定了相关股权增资、转让等变更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

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 

（2）同时为同一笔融资的共同债务人（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

担保使用额度全部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股比

例（包括直

接及间接）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太原蓝光和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晋

祠路一段 8 号中海国际中

心 B 座 1206-1209 

石伟 5,000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农

业科技技术开发；旅游项目管理。 
100% 

总资产 14252，总负债 9255，净资产 4997；

营业收入 0，净利润 0。 

成都浦兴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89

号 1 栋 1 单元 2 楼 208-1

号 

王小英 10,000 
销售：建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装饰

材料、构件、铁矿石；仓储服务。 
99.7% 

总资产 632917，总负债 518799，净资产

114118；营业收入 159434，净利润 1903。 

成都金鑫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

珠江路 600 号 3 栋 2 单

元 314 号 

廖万伟 10,000 
销售：建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装饰

材料、构件、铁矿石；仓储服务。 
100% 

总资产 172818，总负债 108852，净资产

63966；营业收入 200370，净利润 3530。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6,788,257万元，占

公司2020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66.30%；其中，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490,205万元，占公司2020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50.21%。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