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眼科        公告编号：2020-046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公司、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间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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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

召开的第四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子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间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根据 2021 年整体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及融资情况，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互间拟为 2021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

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7亿元（含）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

项后 12 个月内有效。 

二、担保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 

1．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为：贰亿元整 

公司名称：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北路 266号   

法定代表人：周永麟   

成立日期：2001 年 12月 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731832724W   

注册资本：51636.822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51636.822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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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各类眼科疾病诊疗，医学验光配镜，眼科医院的投资，眼科医院

经营管理服务，眼科医疗技术的研究；天然气的销售、运输；建筑钢结构；对外

投资；房屋租赁；物业服务；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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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7,618.12 149,024.68 

负债总额  71,763.39 115,332.09 

净资产  105,854.73 33,692.60 

流动负债总额 54,972.26 88,714.41 

银行贷款总额 27,067.00 46,000.00 

主要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28,486.71 92,104.86 

利润总额  21,619.60 4,595.23 

净利润  157,711.12 3,209.72 

 

2．上海光正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机构 

担保额度为：叁点陆亿元整 

公司名称：上海光正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长宁区汇川路 18号五楼 

法定代表人：周永麟 

成立日期：2011 年 12月 26日 

营业期限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88667606U 

注册资本：壹亿零陆百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医院投资，资产管理，计算机软件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

集成，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呼叫中心业务，健康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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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股权关系：本公司持有上海光正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3,430.70 39,015.54 

负债总额  14,024.34 13,217.76 

净资产  29,406.36 25,797.78 

流动负债总额 13,882.17 13,056.29 

银行贷款总额   

主要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83,809.56 67,919.63 

利润总额  17,022.12 6,536.73 

净利润  12,892.50 5,209.26 

 

3．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为：伍仟万元整 

公司名称：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北路 266号   

法定代表人：周永麟   

成立日期：2015 年 12月 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MA775BB627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钢结构工程加

固维修；桥梁工程；防腐工程；彩板制作安装 ；工程管理服务；装配式建筑管

理；道路运输；金属材料、活动板房和建筑材料的生产和销售；租赁、仓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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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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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股权关系：本公司持股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为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 

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3,546.21 69,884.72 

负债总额  22,267.73 25,325.06 

净资产  51,278.48 44,559.66 

流动负债总额 21,638.03 24,868.86 

银行贷款总额     

主要项目  2019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3,126.19 15,128.74 

利润总额  -3,165.40 1,860.22 

净利润  -3,262.76 1,858.16 

 

4．光正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额度为：叁仟万元整 

公司名称：光正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北路 266号  

法定代表人：王铁军  

成立日期：2020 年 12月 08日 

营业期限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6MA790TLG13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钢结构制作、安装，钢结构工程承包、轻钢结构设计，金属材料、

活动板房和建筑材料的生产和销售，租赁、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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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股权关系：本公司持股光正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100%，为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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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 

 

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113.72 

负债总额   1,417.06 

净资产   8,696.67 

流动负债总额  1,417.06 

银行贷款总额   

主要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0.12 

净利润   -0.12 

 

5．光正能源（巴州）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为：叁仟万元整 

公司名称：光正能源（巴州）有限公司 

住 所：新疆巴州库尔勒市石化大道玫瑰庄园 2楼 

法定代表人：杨红新 

成立日期：2008 年 7月 16日 

营业期限至：2028 年 7月 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01676326182F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天然气产品开发、汽车配件、润滑油、建材批发，天然气零售（限

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食品、水果、文化办公用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

壁挂炉、厨房用具、电子产品；零售：烟。（管控要素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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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股权关系：本公司持股光正能源（巴州）有限公司 100%，为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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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800.67 13,553.96  

负债总额  599.27 484.65  

净资产  13,201.40 13,069.31  

流动负债总额 599.27 484.65  

银行贷款总额   

主要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5,733.37 5,181.92  

利润总额  -207.92 -167.62  

净利润  -209.93 -183.99  

 

6．托克逊县鑫天山燃气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为：贰仟万元整 

公司名称：托克逊县鑫天山燃气有限公司 

住 所：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 314国道东侧 165公里处 9区 32 段 1栋  

法定代表人：杨红新  

成立日期：2010 年 01月 26日 

营业期限至：2030 年 01月 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422697839067U 

注册资本：贰仟捌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天然气销售；危险货物运输（2 类 1 项）；汽车配件、车用燃气

配件、润滑油、日用百货、五金（管制器具及其他危险性器具除外）、建材的销

售；车辆租赁，预包装食品、酒、卷烟、雪茄烟、农副产品、家用电器、化妆品、

服装鞋帽、劳保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洗漱用品、计算机、软件

和辅助设备、有色金属材料的销售、燃气灶具销售、壁挂炉销售；热水器销售；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天然气技术咨询服务；燃气配套设施及材料销售。（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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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股权关系：本公司持股托克逊县鑫天山燃气有限公司 100%，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580.86 5,418.92  

负债总额  4,431.32 1,692.58  

净资产  1,149.54 3,726.35  

流动负债总额 4,431.32 1,692.58  

银行贷款总额  -     

主要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3,226.22 1,957.95  

利润总额  -445.79 2,520.93  

净利润  -479.29 2,544.84  

 

7．新疆天宇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为：壹仟万元整 

公司名称：新疆天宇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紫阳湖中路 10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新  

成立日期：2010 年 04 月 07 日  

营业期限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552417883Q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信息咨询，销售：预包装食品，酒，日用 

品，农副产品，家用电器，化妆品，服装鞋帽，劳保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 

工艺品，洗涤用品，土产日杂，汽车用品；从事成品油，车用压缩天然气、卷烟、

雪茄烟零售，天然气灶具的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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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股权关系：本公司持股新疆天宇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82.08 1,647.67  

负债总额  1,562.96 1,363.46  

净资产  219.12 284.21  

流动负债总额 1,562.96 1,363.46  

银行贷款总额   

主要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304.20 622.85  

利润总额  -117.84 53.23  

净利润  -117.84 53.23  

（二）担保的方式及有效期： 

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方式包括信用担保及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三）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员为代理人，全权负责业务

办理、协议、合同签署等事宜。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

低融资成本，可有力地保证公司内各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就其它业务提供担保，均是应公司日常经营的需

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  

上述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

的相关规定。预计上述担保事项不会给本公司带来财务和法律风险。同时，公司

将通过完善担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踪

被担保人的经济运行情况，降低担保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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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

低融资成本，可有力地保证公司内各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就其它业务提供担保，均是应公司日常经营的需

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  

上述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

的相关规定。预计上述担保事项不会给本公司带来财务和法律风险。同时，公司

将通过完善担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踪

被担保人的经济运行情况，降低担保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主要是为其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证，有助于帮助其减少融资成本和费

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上述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正常，

资信良好，偿债能力较强，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此次为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在 2021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事项，是为了

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且担保范围内的子公司经营运行正常、财务管理规范，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该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

广大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违背的情况。我们

同意该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 

（一）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2020 年 6月 18 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光正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1,18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额度 1,180 万

元。  

2020 年 7 月 8 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光正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100万元银行履约保函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额度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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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5 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光正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1,50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额度

1,500万元。  

2021 年 3月 16 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上海光正新视界眼科医院

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机构合计 8,000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

担保额度 8,000万元。  

2021 年 3月 25 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

有限公司 5,0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额度 5,000万元。  

（二）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2020 年 3月 30 日，公司全资子上海光正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为公

司 7,00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额度 7,000 万元。  

2021 年 1月 25 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上海光正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

限公司为下属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4,000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额度 4,000万元。  

截至目前，累计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数额为 26,78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0.15%，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5.08%。  

除上述担保之外，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金额、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七、备查文件 

1.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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