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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55592（19 蓝光 04）                       债券代码：163275（20 蓝光 02）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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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联营企业及参股公司 

2、担保金额：拟预计 2022 年度担保额度不超过 480 亿元 

3、本次预计新增担保额度并非新增的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

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423.07亿

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378.78亿

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44.29亿元；为

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1.94亿元。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预计2022年度担保额度不超过480亿元，具体

包括下述类别： 

1、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400亿元； 

2、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60亿元； 

3、公司为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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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

计2022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独立董

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预计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不超过40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不超过60亿元： 

1、被担保对象的范围：包括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

保，子公司相互之间提供担保。 

2、上述预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 

3、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在还款后，额度可滚动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

超过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40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额度60亿元。 

（二）公司预计为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0亿元，具

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预计担保额度 

（亿元）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实际担保余额 

（亿元） 

1 重庆新申佳实业有限公司 5.50 5.03 

2 河南华之丽实业有限公司 0.30 0.27 

3 仁寿蜀峰置业有限公司 1.00 0.87 

4 仁寿蜀恒置业有限公司 1.00 0.80 

5 仁寿蜀润置业有限公司 0.60 0.52 

6 仁寿蜀锦置业有限公司 3.00 1.94 

7 晋宁滇池置业有限公司 1.60 1.51 

8 徐州凯蓝嘉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 

9 其他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 6.00 - 

合计： 20.00 11.94 

1、被担保对象的范围：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提供担

保（公司基本情况详见附表）。 

2、上述预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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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在还款后，额度可滚动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

超过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合营或联营企业及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

额度20亿元； 

4、公司向其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进行担保额度预计，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的，可以在其合营或联营企业及参股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获调剂方的单笔调

剂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70%

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

获得担保额度；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5、公司及子公司原则上按持股比例为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提供担保，若

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公司将要求被担保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同等担保，或向

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或其他增信措施。 

（三）担保授权 

公司及子公司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金融机

构、债权人等协商并确定担保事宜。为提高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

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在股东大会已经批

准的额度范围内决定担保的具体事宜（包括担保种类、方式、金额、期限、担保额度

调剂等）以及存续担保事项的变更事宜（包括变更担保方式、变更担保物、增加增信

措施等）。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并非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

担保合同为准。担保发生时，公司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超出上述担保对象

及额度范围之外的担保，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目前尚未签订担保协议。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上述担保事

项实际发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预计的 2022 年度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 2021 年度的担保情况及 2022 年度

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2、公司对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具有绝对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及子公司原

则上按持股比例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若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公司将要求被

担保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同等担保，或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或其他增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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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预计 2022 年度担保额度，有利于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股公司

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

司章程》中关于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2、公司对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 

3、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预计 2022 年度担保额度，同意将该担保

事项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4,493,318 万元，占

公司 2021 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31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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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9,338 万

元，占公司 2021 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101.82%。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30 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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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1 
重庆新申佳实业有限

公司 

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花山

南路 98 号 
肖家运 5500 

房地产开发；市场经营管理；销售：建筑材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装潢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

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工程技术咨询。 

16.36% 
总资产 152276，总负债 163030，净资产

-10754；营业收入 764；净利润-689。 

2 
河南华之丽实业有限

公司 

开封市集英花园院内宋城路

街道办事处 409 号 
马广涛 10,000 

装饰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

设计；房屋租赁；门窗的制造、安装及销售；计算

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商

品房销售服务。 

35% 
总资产 41999，总负债 43926，净资产

-1927;营业收入 0，净利润-713。 

3 
仁寿蜀锦置业有限公

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寿大道高笋

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土

地整理；基础设施开发；商品房销售。 
45% 

总资产 61950，总负债 63424，净资产

-1474；营业收入 0，净利润-758。 

4 
仁寿蜀峰置业有限公

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寿大道高笋

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土

地整理；基础设施开发；商品房销售。 
45% 

总资产 107513，总负债 110193，净资产

-2680；营业收入 0，净利润-642。 

5 
仁寿蜀润置业有限公

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寿大道高笋

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房地产中介服务；

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开发。 
45% 

总资产 13428，总负债 12679，净资产

749；营业收入 0，净利润-79。 

6 
仁寿蜀恒置业有限公

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寿大道高笋

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房地产中介服务；

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开发。 
45% 

总资产 18501，总负债 18734，净资产

-233；营业收入 0，净利润-414。 

7 
晋宁滇池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

三合安置房南区 5幢 3楼 3-1

号 

李剑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房屋及场地租赁；物业管理及停车服务。 
23.1% 

总资产 624056，总负债 359402，净资产

264654； 营业收入 0，净利润-5256 。 

8 
徐州凯蓝嘉置业有限

公司 

徐州市鼓楼区黄河南路 68#

花鸟市场一段-1-138-3 
黄健雄 5,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装饰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物业管理

服务；日用品、办公用品销售。 

34% 
总资产 70692，总负债 67253，净资产

3439； 营业收入 0，净利润-77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