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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接到通

知，公司已签订以下 3项担保的合同： 

1、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

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安洋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洋伟业”）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为 2021年 11月 2日至 2022年 9月 13 日。 

2、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签订《不可撤销及无条件保函》，为全资子公司泉州国贸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泉州国贸”）向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申请 2,330万元的融资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2021年 11月 10日至额度终止日。 

3、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签订《担保函》，为控股子公司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邦通商”）向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申请 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期限 1 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二〇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前述 3家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2021 年度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

额度情况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数据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北京安洋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 年 8月 30日 

注册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芦花路临 52号 

法定代表人：罗耀煌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汽大众奥迪品牌汽车销售；销售汽车零配件、摩托车配件、文

化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工艺美术品、五金

产品（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家庭用品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24,425.06 万元，负债

总额 17,627.41 万元，净资产 6,797.65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63,233.96

万元，利润总额 2,007.21 万元，净利润 1,505.06 万元。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2,754.68 万元，负债总额 5,856.89 万元，净资产

6,897.79万元；2021 年 1-9月，营业收入 32,708.61 万元，利润总额 166.49万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过的

总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

用的担保额度 

尚在担保期限

内的担保余额 

剩余 2021年度内

可用担保额度 

安洋伟业 资产负债率

高于 70%的

全资子公司 

人民币 350,000

万元+美元

69,800 万元 

5,000 万元 
人民币 132,230

万元 

人民币 217,770

万元+美元

69,800万元 泉州国贸 2,330 万元 

大邦通商 

资产负债率

高于 70%的

控股子公司 

人民币 110,000

万元 
1,000 万元 

人民币 12,000

万元 

人民币 98,000万

元 



 

元，净利润 100.14 万元。安洋伟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泉州国贸汽车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07月 19日 

注册地：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罗山街道缺塘社区和平南路 171号豪信汽车城

E区 1 

法定代表人：陈秉跃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汽车新车零售；汽车旧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租赁；汽车专项维修；

润滑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电子设备、百货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服务，

汽车装潢、美容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783.93万元，负债总额 700.27

万元，净资产 83.66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4,931.63 万元,利润总额-73.29

万元，净利润-73.29万元；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088.49

万元,负债总计 121.63 万元,净资产 966.85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346.81万元，利润总额-116.81万元，净利润-116.81万元。泉州国贸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3、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0 年 7月 6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港兴二路 57号 

法定代表人：黄俊锋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商务代理代

办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二手车经销；二手车经纪；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

租赁；成品油零售；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 50%股权，

厦门大邦太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30%股权，厦门大邦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该公司 20%股权。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9,464.00万元，负债总

额 9,644.89万元，净资产-180.89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28,374.52 万元，

利润总额-2,104.47 万元，净利润-1,581.30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8,541.09 万元，负债总额 8,885.63 万元，净资产-344.54

万元；2021年 1-9月，营业收入 20,169.65 万元，利润总额-163.65 万元，净利

润-163.65万元。大邦通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担保方式 

信达国贸

汽车集团 

安洋伟业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5,000万元 

5,000万元

融资额度 

2021 年 11 月 2

日至 2022年 9月

13日 

连带责任

担保 

泉州国贸 
福特汽车金融（中

国）有限公司 
2,330万元 

2,330万元

融资额度 

2021 年 11 月 10

日至额度终止日 

连带责任

担保 

大邦通商 
大众汽车金融（中

国）有限公司 
1,000万元 

1,000万元

融资额度 
1年 

连带责任

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安洋伟业及泉州国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大邦通

商通过签署反担保保证书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议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50,000万元+美元 69,800万元。其中，2021 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

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273,583.9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25%，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776,416.10万元+美元 69,800 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304,483.90 万元，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1.63%。 

上述担保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



 

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