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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22-024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 

为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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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公司下属 16家子公司 

 2022年度公司拟为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

人民币 5 亿元，其中为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1亿元；为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9 亿元。实际担保

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银行实际发生的融资贷款担保为准。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本次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2022 年度公司拟为子公司

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亿元，其中为最近一期经

审计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1 亿元；为最

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9亿元。实际担保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银行实际发生的融资贷款担保为准。 

相关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一）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担保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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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与公司关系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拟提供担保额度

（万元） 

1 一级控股子公司 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 5,000.00 

2 一级全资子公司 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3 一级全资子公司 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5,000.00 

4 二级控股子公司 抚州长运欣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500.00 

5 二级控股子公司 金溪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500.00 

6 二级全资子公司 萍乡市永安昌荣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 

合计 21,000.00 

 

（二）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子公司担保额度 

序号 与公司关系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拟提供担保额度

（万元） 

1 一级控股子公司 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 15,500.00 

2 二级控股子公司 黎川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500.00 

3 二级控股子公司 乐安县欣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500.00 

4 二级控股子公司 崇仁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500.00 

5 二级控股子公司 南城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500.00 

6 二级控股子公司 宜黄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500.00 

7 二级控股子公司 广昌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500.00 

8 二级控股子公司 南丰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500.00 

9 二级全资子公司 萍乡市长运汽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 5,000.00 

10 二级全资子公司 萍乡长运盛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5,000.00 

合计 29,000.00 

 

在 2022 年度担保总额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

70%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

调剂使用。不同类别担保额度不能相互调剂使用。 

2022 年 4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2年度为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表

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48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文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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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03 年 12月 24日至 2053 年 12月 23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中山西路 2号 

经营范围：道路运输、旅客行包，快件货运；停车站场服务；汽车修理，机

动车辆检测，住宿、餐饮（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汽车技术服务；汽

车配件、润滑油、五金交电、百货、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等。 

公司持有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 6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3,088.3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288.6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为 9,616.75万元），净资产为 11,799.6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8.89%。

2021 年度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266.1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738.96 万元。 

 

（二）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993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秋霞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2007 年 9月 30日至 2037 年 12月 31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浔南大道 97号 

经营范围：县内、县际、市际、省际班车客运及旅游包车、出租车客运、城

市公共交通运输、汽车租赁；普通货运；零担、大型物件、货物专用运输（集装

箱）；站场、货运站场经营；汽车维修；汽车配件销售；机动车驾驶员及从业人

员岗位培训等。 

公司持有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

产总额为 90,391.1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652.4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424.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6,091.24 万元），净资产为 66,738.67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26.17%。2021 年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度实现营业

收入 15,861.00万元，实现净利润 2,742.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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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蔡久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04年09月17日至2034年09月16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鄱阳湖大道和洪迈大道交汇处 

经营范围：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市际班车客运，省际班车客运，

县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市际包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道路旅客运输站；

城区公交客运，城乡公交客运等。 

公司持有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为 10,282.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5,692.7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000 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5,144.80 万元），净资产为 4,582.2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5.37%。2021年度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2,626.10万元，

实现净利润 1,586.25万元。 

 

（四）抚州长运欣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16年08月18日起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环城南路306号 

经营范围：城乡、城际、擦灰姑娘是公共汽车客运（凭道路运输许可证经营），

汽车出租、道路客运、汽车维修（凭许可证经营），租赁，汽车零配件销售等。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抚州长运欣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 972.4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2.0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132.00万元），净资产 840.4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3.57%。2021年度

抚州长运欣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0.21万元，实现净利润 1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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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五） 金溪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15年04月24日起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秀谷镇白马路（县总工会北侧）园湖北路3

号 

经营范围：城乡、城际、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凭道路运输许可证经营）、汽

车出租、道路客运、汽车维修（凭许可证经营），租赁，汽车零配件销售，广告

设计、制作、发布，充电桩充电，经营性汽车充换电设施等。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金溪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503.94万元，负债总额为 1,626.0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1,626.03 万元），净资产为 877.9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4.94%。2021

年度金溪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8.04万元，实现净利润 185.11

万元。 

（六）萍乡市永安昌荣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世胜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12 年 09月 25日至长期 

注册地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安源镇十里村 

经营范围：对实业的投资、一汽大众品牌汽车销售、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辆维修），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县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汽车

租赁等。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萍乡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萍乡市永安昌荣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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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348.16万元，负债总额为 5,593.74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为 1,5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5,576.17 万元），净资产为 2,754.4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01%。2021 年度萍乡市永安昌荣实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5,040.14万元，实现净利润-145.13 万元。 

 

（七）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建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营业期限：2008年01月18日至2058年01月17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环城南路306号 

经营范围：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市际班车客运，省际班车客运，

县内（旅游）包车客运，县际（旅游）包车客运，市际（旅游）包车客运，省际

（旅游）包车客运；客运站综合服务；货运站综合服务；仓储、物流、车展；普

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运输）；大型物件运输等。 

公司持有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99.95%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4,716.28万元，负债总额为 38,418.3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36,199.23 万元），净资产为 16,297.9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0.21%。

2021 年度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14,425.85 万元，净利润为

1,982.50万元。 

 

（八） 黎川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景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营业期限：2016年11月15日起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日峰镇京川大道355号 

经营范围：城市、城际、城乡公共汽车客运；出租、道路客运；汽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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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汽车零配件销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充电站，经营性汽车交换电设

施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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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黎川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69.78万元，负债总额为 1,237.2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1,237.28 万元），净资产为 32.4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7.44%。2021

年度黎川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6.97 万元，实现净利润-51.21

万元。 

 

（九） 乐安县欣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爱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15年12月14日起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汽车站内 

经营范围：城市（城际）公共客运、城市出租车经营、道路客运、汽车维修；

汽车租赁；汽车零配件销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经营性汽车充换电设施服

务；房屋租赁。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乐安县欣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为 1,841.2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213.7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2,213.75 万元），净资产为-372.4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20.23%。

2021年度乐安县欣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1.80万元，实现净利润

-249.79万元。 

 

（十）崇仁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志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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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2017年12月18日起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巴山镇礼崇路口（新客运中心） 

经营范围：城市、城际、城乡公共汽车客运；出租，道路客运，汽车维修、

租赁，汽车零售配件销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经营性充电站。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崇仁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为 568.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453.8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元，流动负债

总额为 453.84万元），净资产为 114.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9.83%。2021年度

崇仁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24.55 万元，实现净利润-0.20 万

元。 

 

（十一）南城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海燕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19年01月22日起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胜利西路151号 

经营范围：城乡、城际、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汽车出租、道路客运、汽车维

修、租赁、汽车零售配件销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经营性汽车充换电设施

服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南城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591.13万元，负债总额为 1,288.6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1,288.62 万元），净资产为 302.5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0.99%。2021

年度南城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3.76 万元，实现净利润 36.73

万元。 

 

（十二）宜黄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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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叶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18年12月21日起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河东新区世纪大道南端与省道林崇线的十字

路口 

经营范围：城乡、城际、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汽车出租、道路客运、汽车维

修、租赁、汽车零售配件销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充电桩充电、经营性充

换电设施。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宜黄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为 3,363.1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833.4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为 2,833.44 万元），净资产为 529.7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4.25%。

2021年度宜黄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0.41万元，实现净利润

219.97万元。 

 

（十三）广昌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易建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19年05月31日起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昌厦公路以西（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内） 

经营范围：城市、城际、城乡公共汽车客运；道路客运；汽车维修、租赁；

汽车零售配件销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充电站、经营

性汽车充换电设施服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广昌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为 1,323.74 万元，负债总额为 926.9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926.95 万元），净资产为 396.7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0.03%。2021

年度广昌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7.01 万元，实现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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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95万元。 

 

（十四）南丰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杜俊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19年09月27日起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交通路汽车站 

经营范围：城市公共交通，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汽车零配件销售，集中式快

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南丰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为 2,401.34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48.9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2,048.97 万元），净资产为 352.3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5.33%。2021

年度南丰县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0.97 万元，实现净利润

163.20万元。 

 

（十五）萍乡市长运汽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邓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06 年 04月 20日至长期 

注册地址：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开发区安源西大道 76号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及服务，汽车零部件批发、零售，二手汽车交易，汽车

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等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萍乡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萍乡市长运汽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

产为 6,762.21 万元，负债总额为 5,820.9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8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5,820.99 万元），资产净额为 941.2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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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8%。2021 年度萍乡市长运汽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928.43

万元，实现净利润-580.96万元。 

 

（十六）萍乡长运盛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廖建煌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16 年 10月 09日至长期 

注册地址：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安源西大道 76号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及服务，汽车零部件批发、零售，二手汽车交易，汽车

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等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萍乡长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萍乡长运盛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907.29万元，负债总额为 1,429.43万元（其中银行贷

款总额为 9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429.43 万元），资产净额为 477.86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74.95%。2021 年度萍乡长运盛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79.84万元，实现净利润-123.8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计划担保总额仅为拟提供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与银行等机构审核，担保协议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事项是在公司生产经营

及项目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经合理预测而确定，有利于子公司资金筹措和良性发

展，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拟为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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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被担保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担保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形。同意

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8,43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66%，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 6,6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01%；其余均为子公

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1,420.46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33%，无逾期

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