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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01      证券简称：汇嘉时代      公告编号： 2022-028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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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昌吉市汇嘉时代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吉汇嘉”）、

五家渠汇嘉时代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家渠汇嘉”）和克拉玛依汇嘉时代

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拉玛依汇嘉”）。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

昌吉汇嘉、五家渠汇嘉和克拉玛依汇嘉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合计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截止本次担保前，公司累计为上述三家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昌吉汇嘉、五家渠汇嘉和克拉玛依汇嘉拟分别向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1,000万元，期限 12个月，

最终借款利率以签订合同为准。公司拟分别为上述三家子公司的综合授信人民币

1,000万元提供保证担保，合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与会 8名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一致同

意该议案。该议案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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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昌吉

汇嘉 
100 42.70 0 1000 0.69 12个月 否 否 

五家

渠汇

嘉 

100 58.88 1000 1000 0.69 12个月 否 否 

克拉

玛依

汇嘉 

100 52.23 0 1000 0.69 12个月 否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昌吉市汇嘉时代百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师银郎 

公司住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延安北路 198号 

经营范围：食品经营；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乳制品零售；

保健食品销售；米、面熟制品、糕点、面包、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销售；

酒类经营；日用百货销售；出版物零售；药品零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

售；水产品零售；鲜肉零售；鲜蛋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

果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销售；针纺

织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办公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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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钟表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灯具销售；

照明器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珠宝首饰零售；日用杂品销售；汽车装饰用

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美发饰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销售；棉、麻销售；谷物销售；

豆及薯类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通讯设备

销售；广播影视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仪器仪

表销售；消防器材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

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渔需物资销售；家

用电器零配件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户外用

品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家具销售；卫生洁具

销售；模具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皮革销售；乐器零配件销售；可穿戴智

能设备销售；光学仪器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复印和胶印设备销售；风机、风

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工器材销售；电池销售；导航终端销售；竹制品

销售；棕制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羽毛(绒)及制品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

售；网络设备销售；纸制品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茶具销售；

安防设备销售；渔具销售；成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室内卫

生杀虫剂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地产中

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三

类医疗器械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柜台、摊位出租；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

企业管理。 

昌吉汇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2,718.19 万元，负债合计 18,302.14

万元，净资产 24,416.05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 18,731.13万元，净利润 1,198.88

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3,703.17 万元，负债合计 18,662.03

万元，净资产 25,041.14 万元；2022年 1-3 月营业收入 5,209.56万元，净利润

625.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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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家渠汇嘉时代百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师银郎 

公司住所：新疆五家渠市十五区（长征西街 428号）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保鲜，冷藏，冷冻）；乳制

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液体乳，乳粉、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乳制品）。零售：

音像制品、图书、食盐、卷烟、保健食品。计算机及其相关设备、通讯终端设备

（地面卫星接收设备除外）的销售；批发兼零售：日用百货，服装鞋帽，针纺织

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产品，工艺美术品，钟表，家用电器，照相器材，家居，

体育用品，洗涤化妆品；房屋租赁；金、银、珠宝、玉器首饰的加工零售；物业

管理；机动车临时占道停车场服务；食品现做现卖；市场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室内娱乐项目；医疗器械销售。  

五家渠汇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2,981.02 万元，负债合计 8,246.33

万元，净资产 4,734.69 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 12,500.46万元，净利润 827.66

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2,501.61 万元，负债合计 7,360.94 万

元，净资产 5,140.67万元；2022年 1-3月营业收入 3,796.29万元，净利润 405.98

万元。 

（三）克拉玛依汇嘉时代百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咸新轶 

公司住所：新疆克拉玛依市准噶尔路 21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鲜肉零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

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销售；

日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针纺织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玩具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艺美术

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物业管理；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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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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零售；食品销售；酒类经营；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药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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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克拉玛依汇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2,916.82 万元，负债合计

18,849.53 万元，净资产 14,067.29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13,800.88 万元，净

利润 1,045.98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0,236.49 万元，负债合计 15,792.40

万元，净资产 14,444.09 万元；2022年 1-3 月营业收入 3,832.34万元，净利润

3,767.97 万元。 

（以上 2021 年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以

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的保证担保，

公司作为上述三家子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昌吉汇

嘉、五家渠汇嘉和克拉玛依汇嘉提供担保是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上

述三家公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同意昌吉汇嘉、五家渠汇嘉和克拉玛依汇嘉分

别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1,000 万元，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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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月，最终借款利率以签订合同为准。公司拟分别为上述三家子公司的综合

授信人民币 1,000万元提供保证担保，合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无其

他对外担保，亦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