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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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和骏”） 

宁波圳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圳煜”） 

宝鸡坤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坤锦”） 

成都浦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浦兴商贸”） 

温州蓝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蓝屿”） 

惠州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蓝光”）  

2、担保金额：139,900 万元人民币 

3、是否有反担保：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下表中第 5 项担保按照全部债务的 30%

向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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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光和骏 蓝光发展 5,400 5,400 100% 

北京瑞元汇

佳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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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宁波圳煜、

蓝光和骏 

宁波优蓝置

业有限公司、

宁波圳煜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宁波

蓝亿置业有

限公司 

49,500 49,500 100%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宁波优蓝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圳煜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宁波蓝亿置业有

限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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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宝鸡坤锦 

蓝光发展、宝

鸡锟鸿置业

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100% 

中普恒华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宝鸡锟鸿置业

有限公司提供股权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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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浦兴商贸 

蓝光发展、郑

州市坤锐置

业有限责任

公司、郑州市

塬铭置业有

限公司、信阳

市塘瑞置业

有限公司、浦

兴商贸 

30,000 30,000 99.7% 
百瑞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郑州市坤锐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股

权质押担保；郑州市塬铭

置业有限公司、信阳市塘

瑞置业有限公司共同连

带承担偿还贷款本息；浦

兴商贸提供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5 温州蓝屿 

蓝光发展、温

州蓝榕置业

有限公司、温

州蓝光和骏

置业有限公

司 

35,000 35,000 70%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蓝光发展、温州蓝榕置业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温州蓝榕置业

有限公司及温州蓝光和

骏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

权质押担保。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合计（新增） 139,900 139,900     

6 惠州蓝光 

佛山市炀玖

商贸有限公

司、成都成华

泰瑞企业管

理服务有限

25,000 25,000 100%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

行 

佛山市炀玖商贸有限公

司、成都成华泰瑞企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股

权质押担保。 

该笔担保事项已

于 2020年 3月 17

日披露（详见临

2020-025 号临时

公告），本次新增



公司 股权质押担保，

不 增 加 担 保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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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1,663 191,337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3,294,000 2,435,825 858,175 

4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529,000 125,400 403,600 

 合计 7,636,000 5,951,888 1,68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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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

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三

段 22 号 
迟峰 106528.3 

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整

理。 
100% 

详见公司年报第四节（七）主要控股参股公

司分析。 

宁波圳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石碶

街道雅戈尔大道 535 号(临

空众创园 5-041 工位号)  

王凯 1000  

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营销

策划，房地产经纪，房产信息咨询，房屋

租赁，物业服务，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

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以及其

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

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

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 

100% 
总资产 0，总负债 0，净资产 0；营业收入

0，净利润 0。 

宝鸡坤锦置业有限

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

东门高速路以南河堤路以

北虢磻路以东 

王慧鹏 5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土地整理

工程、设计、施工。 
100% 

总资产 21434，总负债 21461，净资产-27；

营业收入 0，净利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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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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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蓝屿置业有限

公司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三垟

街道黄屿村温州大道 1609

号 1 号楼 405 室 

李国强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70% 
总资产 58206，总负债 57355，净资产 851；

营业收入 0，净利润-149。 

惠州蓝光和骏置业

有限公司 

惠州市江北文昌一路 11

号铂金府华贸大厦 3 号楼

1 单元 39 层 04 号 

张清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室内外装饰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房屋租

赁及销售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园林绿化

工程。 

100% 
总资产 305259，总负债 217795，净资产

87464；营业收入 134584，净利润 28282。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4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6,057,792万元，占

公司2020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2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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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651万元，占公司2020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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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