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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21-077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深圳俊领投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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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156.10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58.3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728.59 亿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62.15亿

元。上述三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946.84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

母公司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50%。除上述三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充

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47.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深

圳市俊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俊领投资”）接受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的16.5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60

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持有25%权益的参股公司萍乡市合丹物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丹物流”）、公司持有22.36%权益的参股公司深圳市包深稀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包深稀土”）及萍乡市斯比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比泰电子”）名

下房产提供抵押，深圳俊领投资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该笔融资提供47.5%连带

责任担保，即公司为深圳俊领投资提供7.8375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持有50%权

益的参股公司天安地产投资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地产”）提供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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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按照承担的担保责任调配资金，深圳俊领投资为公司提供反担

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

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 4 月 22日和 2020 年 5 月 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

会议和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

意 2020 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 1,500.00 亿元，其中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

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298.30亿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

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

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 2020-085。 

本次担保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使用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股东大会审批额

度 

本次使用前已使

用额度 

本次使用前剩余

额度 

公司、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298.30 156.10 142.20 

注：实际担保余额以融资放款时点为准。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根据2020年度担保计划及已实施的调剂事项，

公司为深圳俊领投资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3.8亿元，使用0元，从参股子公司福州

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计划担保20.555亿元额度中调剂8.36875亿元额度

至深圳俊领投资。经本次调剂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深圳俊领投资提供的计划担保

额度为12.16875亿元。本次担保实施后，其剩余可使用的额度为0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2020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入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20年12月

31日资产负

债率 

2020年担保

计划额度（含

已调整额度） 

本次调入 

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含本次公

告已使用

担保额度 

可用担

保额度 

深圳市俊领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103.07% 3.8 8.36875 12.16875 0 12.16875 0 

 

2020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出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20年12 2020年担保 本次调出 本次调剂 实际使用 含本次公 可用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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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资

产负债率 

计划额度（含

已调整额度） 

担保额度 后计划担

保额度 

担保金额 告已使用

担保额度 

保额度 

福州融锦欣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77.09% 20.555 8.36875 12.18625 6.4 6.4 5.7862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深圳市俊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02年 03 月 04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吴乐； 

（五）注册地点：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人民南路天安国际大厦C座10楼； 

（六）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等； 

（七）股东情况：方明治持有其 5%股权，上海天颐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45%

股权，天安地产投资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持有其 50%股权。 

深圳俊领投资系本公司持有47.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上海天颐安投资有限公司、

天安地产投资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50%权益的参股公司，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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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2,822.52 213,220.63 

负债总额 168,964.28 219,764.09 

长期借款 0 0 

流动负债 168,964.28 219,764.09 

净资产 6,141.75 -6,543.45 

 2020 年 1-9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45.99 -547.69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47.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深圳俊领投资接受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的

16.5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60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持有25%权益的参股公司合

丹物流、公司持有22.36%权益的参股公司包深稀土及斯比泰电子名下房产提供抵押，

深圳俊领投资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该笔融资提供47.5%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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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圳俊领投资提供7.8375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持有50%权益的参股公司天安

地产提供100%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按照承担的担保责任调配资金，深圳俊领投资为

公司提供反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保证范围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

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的各股东同比例对其提供担保或其他股东提

供反担保，系正常履行股东义务，且被担保人为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

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2020

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深圳俊领投资经营顺利，偿债

能力良好，同时公司持有 25%权益的参股公司合丹物流、公司持有 22.36%权益的参

股公司包深稀土及斯比泰电子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深圳俊领投资 100%股权提供质押，

公司对该笔融资提供 47.5%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深圳俊领投资提供 7.8375 亿元

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持有 50%权益的参股公司天安地产提供 100%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按照承担的担保责任调配资金，深圳俊领投资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综上，本次公司对深圳俊领投资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深圳俊领投资为公司持有 47.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为

其融资提供连带担保，有助于增强该公司的资金配套能力，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同时，公司持有 25%权益的参股公司合丹物流、公司持有 22.36%

权益的参股公司包深稀土及斯比泰电子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深圳俊领投资 100%股权

提供质押，公司对该笔融资提供 47.5%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深圳俊领投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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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75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持有 50%权益的参股公司天安地产提供 100%连带

责任担保，公司按照承担的担保责任调配资金，深圳俊领投资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风险可控。该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深圳

俊领投资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为 156.1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58.37%。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728.59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272.43%。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62.15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23.24%。上述三类担保

合计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946.8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

产 354.03%。除上述三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