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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编号：临 2021-031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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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合营

公司及联营公司 

● 2021 年度，预计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净增加担保额度 15.00 亿元，对控股

子公司净增加担保额度 4.00 亿元，对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净增加担保额度

36.08 亿元，合计增加对外担保额度 55.08 亿元。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房地产业务合作开发的经营需求，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

案》，同意 2021 年度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净增加担保额度 15.00 亿元，对控股子

公司净增加担保额度 4.00 亿元，对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净增加担保额度 36.08

亿元，合计增加对外担保额度 55.08 亿元。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人为公司子公司、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担保范围包括公司对

子公司的担保，子公司之间相互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对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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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不含关联方）。2021 年度预计新发生担保事项及被担保人情况请见附表。 

（二）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

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三）本次担保事项是基于对公司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为提高业务办理效

率，公司董事长李如成先生作为相关授权人士，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在股东大会

批准的额度内确定其他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及附

表未列举但新取得项目的子公司，下同）的具体担保额度及其他合营公司、联营

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参股的合营公司、联营公司及附表未列举但新取得项目的

合营公司、联营公司，下同）的具体担保额度，并在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

间适度调剂担保额度，以持股比例为限适度调剂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之间的担保

额度，以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事宜。 

（四）公司及子公司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

内与金融机构等协商担保事宜，具体担保种类、方式、金额、期限等以实际签署

的相关文件为准。 

（五）公司及子公司原则上按持股比例为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提供担保。 

（六）上述担保包含以下情况： 

1、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2、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七）超出上述主要内容之外的对外担保，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

策程序。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1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2021 年度担保计划是结合公司

2021 年度经营计划所制定，有利于满足公司现阶段业务需求及公司的持续、稳

健发展。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制定 2021 年度担保计划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1 年度房地产

业务合作开发的经营需求，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合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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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联营公司，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同意将《关于 2021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0,000 万元（含未使

用的担保额度 7,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70%，均

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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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21 年度预计新发生担保事项及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万元) 
业务范围 财务指标（截至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持股

比例 

额度

(亿元) 

一、全资子公司 

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 308,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

资  

资产总额 2,350,857.25 万元，负债总额 1,856,982.41 万元，资产净额

493,874.84 万元，营业收入 84,224.18 万元，净利润 146,230.12 万元。 
100% 5.00 

宁波雅戈尔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 50,000  房地产开发  
资产总额 415,303.85 万元，负债总额 300,086.08 万元，资产净额

115,217.76 万元，营业收入 164,432.32 万元，净利润 45,201.33 万元。 
100% 3.00 

宁波铂澜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 6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资产总额 319,804.4 万元，负债总额 320,512.94 万元，资产净额-708.48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3.63 万元 
100% 3.00 

其他      4.00 

小计 15.00 

二、控股子公司 

甘肃雅戈尔西北置业有限公司  兰州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资产总额 93,323.93 万元，负债总额 89,574.54 万元，资产净额 3,749.39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3,631.42 万元。 
60% 1.00 

宁波锐鸣置业有限公司  慈溪 6,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

理、旅游项目开发 

资产总额 78,893.97 万元，负债总额 80,414.63 万元，资产净额-1,520.66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311.44 万元。 
47.5% 2.00 

其他      1.00 

小计 4.00 

三、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 

绍兴铧越置业有限公司 绍兴 1,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

管理、房屋租赁  

资产总额 1,047,803.62 万元，负债总额 1,048,803.66 万元，资产净额-

1,000.04 万元，营业收入 189.23 万元，净利润-2,000.04 万元 
12% 15.00 

上海港融戈城市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 4,000  

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

一般咨询等  
2021 年 2 月 24 日成立，截至 2020 年末无财务数据。 19%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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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万元) 
业务范围 财务指标（截至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持股

比例 

额度

(亿元) 

宁波保隆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 3,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资产总额 159,107.85 万元，负债总额 159,245.08 万元，资产净额-137.23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37.23 万元。 
30% 4.80 

珠海鹏湾置业有限公司 珠海 1,000 万 房地产开发经营  
资产总额 407,253.29 万元，负债总额 408,502.12 万元，资产净额-

1,248.83 万元，营业收入 0.2 万元，净利润-1,248.83 万元。 
50% 6.00 

其他      7.00 

小计 36.08 

合计 5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