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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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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

2021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及《关于

2021 年度股东为公司提供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预计 2021 年度

将累计为子公司（仅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8,000 万元的担保；预计刘少云、郭倍华、韩丹 2021 年为公司提供累计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的无偿担保；担保期限自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关于 2021 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关于 2021 年度股东为公司提供关联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2021 年 1 月 19 日和

2021 年 2 月 4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5 月 31 日、2021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为项目公司广州侨环向银行申请开具履约保函 1000 万元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 2021 年 6

月 2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二、 担保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担保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与担保人的

关系 
机构 

发生的担保金

额（万元） 
担保期 担保类型 

侨银城市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大荔侨银城市管理有限公司 
一级全资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 200 3 个月 连带责任保证 

广州侨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公司、

关联方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 1,000 1 年 连带责任保证 

广州腾达供应链有限公司 
二级全资子

公司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1,454 2 年 连带责任保证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144 2 年 连带责任保证 

刘少云、郭倍

华、韩丹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

制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0,000 2 年 连带责任保证 

中信银行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分行 10,000 3 个月 连带责任保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

南沙分行 
3,000 1 年 连带责任保证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500 1 年 连带责任保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10,000 1 年 连带责任保证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大荔侨银城市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城关镇西二环中段马家新立小区东门董掌柜菜铺

北邻 

法定代表人：刘希云 

成立时间：2021 年 3 月 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523MA6YBN706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物清洁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市政设施

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工程管理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农

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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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大荔侨银城市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大荔侨银城市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 35.63 

负债总额 - 33.67 

净资产 - 1.96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 -13.04 

净利润 - -13.04 

（二）广州侨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486 万元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 251 号 22 栋 101 室（1-5 层） 



法定代表人：尹国华 

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3F7D6H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城市水域垃圾清理；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

容管理；绿化管理、养护、病虫防治服务；花草树木修整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

理；公路养护；道路货物运输;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70%，广州环投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0%，广州环

投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最终受益方为广州市人民政府。 

关联关系说明：广州侨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与广州环投环境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控制的项目公司，公司监事吴豪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担任其董事长兼

总经理，公司董事周丹华女士担任其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广州侨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广州侨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广州侨环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7,737.65 11,132.98 

负债总额 3,663.36 6,853.40 

净资产 4,074.30 4,279.58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营业收入 6,647.81 1,837.13 

利润总额 -167.08 -209.46 

净利润 -167.08 -209.46 

（三）广州腾达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00 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龙溪中路 94 号 506 房（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曾智明 

成立时间：2019 年 8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XBAK4C 

经营范围：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物流设施；仓储咨询服务；供应链

管理；塑料制品批发；专用设备安装（电梯、锅炉除外）；工程环保设施施工；



环保设备批发；专用设备销售；汽车销售；物流代理服务；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仓储代理服务；自

有设备租赁（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汽车租赁；建材、装饰材料批发；充值卡销

售；生活清洗、消毒服务;清扫、清洗日用品零售；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

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股权结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侨银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广州腾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广州腾达供应链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6,366.38 9,717.56 

负债总额 6,514.88 9,671.97 

净资产 -148.51 45.59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营业收入 16,654.45 4,282.04 

利润总额 -1,091.21 194.10 

净利润 -1,099.31 194.10 

四、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75,053.51 万元，占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1.88%，其中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担保总余

额 11,0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7.60%，是公司为项目公司提

供的担保，其余全部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

保情况。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