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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2     证券简称：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8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担保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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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2 年计划为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 7.35 亿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11838.23 万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9%。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对外担保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实际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11838.23 万元，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

展，满足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融资需求，在确保运作规范和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结合 2021 年担保实施情况，预计 2022 年为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7.35 亿元，具体担保计划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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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 担保借款金额（元） 

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 120,000,000.00 

上海善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00.00 

上海亚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60,000,000.00 

上海亚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000.00 

上海环岛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95,000,000.00 

上海亚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00.00 

合计 735,000,000.00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亚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

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9 年 1

月 6 日；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西门路 158 号；法人代表：龚

学军；注册资本：3018.49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

围：日用百货、钢材、煤炭、建筑材料、装潢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

五金交电销售。 

2、 2021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总资产 291094102.21   营业收入 271190306.77 

总负债 257792412.77 利润总额 608232.34 

净资产 33301689.30 净利润 407750.42 

(二) 上海善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上海善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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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住所：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层海路 888 号 3 号楼 A-1354

室（上海智慧岛数据产业园）；法人代表：龚学军；注册资本：5000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百货、家具、服装、鞋帽、矿产品（除专项规定）、木制品、

建筑材料、电线电缆、电器设备、金属材料、煤炭、汽车配件、机电

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

物品、易制毒化学品）、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农业机械及配件、水

暖器材及配件的销售，钢结构制作，商务咨询。 

2、 2021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总资产 95515922.88 营业收入 222075146.55 

总负债 30706674.28 利润总额 4677971.05 

净资产 64809248.60 净利润 3508269.55 

(三) 上海亚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上海亚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8 年

6 月 22 日；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寒山寺路 297 号；法人代表：

刘建春；注册资本：5000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

围：邮电通讯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通信网络工程，通信设备

维护，建筑装饰装修，劳务服务，金属材料、电讯器材、塑料制品，

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混凝土制品生产及销售。 

2、 2021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总资产 220890567.56   营业收入 63507990.14   

总负债 80733201.92      利润总额 6843496.22       

净资产 140157365.64    净利润 5076126.88       

(四) 上海亚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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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名称：上海亚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 年 

6 月 24 日；住所：上海市崇明工业园区秀山路 68 号；法人代表：沈

建良；注册资本：5008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等。该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中标崇明堡镇 25#

地块保障房项目，工程正在按计划推进中。 

2、 2021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总资产 690843262.00     营业收入 3643867.79        

总负债 602391374.30     利润总额 1121856.92           

净资产 88451887.70      净利润 772503.43 

(五) 上海环岛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上海环岛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16 日；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庙镇合作公路 2208 号；法人代表：

奚锦超；注册资本：3000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

围：商品混凝土、混凝土制品及构件的生产、加工、销售，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销售。 

2、 2021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总资产 117376476.15 营业收入 54737979.68 

总负债 86731366.33 利润总额 456301.08 

净资产 29645109.82 净利润 555518.09 

(六) 上海亚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上海亚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22

年 2 月 16 日；住所：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层海路 888 号 3 号楼 1 层

（上海智慧岛数据产业园）；法人代表：沈进；注册资本：19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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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

源管理、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2、 2021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系 2022 年初新成立的公司，无 2021 年度财务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方式等条款

以有关主体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各下属子公司资产质量优良，权属清晰，经营情况良

好，偿债能力强，且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及决策能

够有效掌握，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对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

司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具有充

分的必要性。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认为：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是

为了确保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满足其融资

需求。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根据目前开发项目的情

况和未来项目开发计划，各公司有完善的还款计划，有能力偿还各自

借款，并解除相应担保，公司承担的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11838.23万元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9%，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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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 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