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719       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2-031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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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被担保人为湖北良品铺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品工业”）、

宁波良品铺子食品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良品商贸”），均为良品铺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属于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良品工业和宁波良品商贸提供的担保余额：本

次以连带责任保证的形式为良品工业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 亿元，为宁波

良品商贸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4 亿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1 日，公司已实

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4,558.26 万元，其中已实际为良品工业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 34,558.26 万元，已实际为宁波良品商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对象良品工业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

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100%，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即担保人）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即债权人，以

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编号：2022 鄂银最保第 1182 号），约

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良品工业（即债务人）向中信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本次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 亿元；公司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公司（即担保人）与中信银行（即债权人）签署了保证合同（编号：2022 鄂

银最保第 1183 号），约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宁波良品商贸（即债务人）向中信

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本次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4 亿元；公司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向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并授权经理层办理融资和担保手续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良品工业、宁波良品商贸、湖北良品铺子供应

链科技有限公司拟相互提供总额不超过 35.70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及 2022 年 4 月 27 日

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保证合同签署后，因尚未实际发生授信业务导致公司承担的担保义务增

加，故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仍为 34,558.26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湖北良品铺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074454566J 

成立日期：2013 年 7 月 23 日 

注册地：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革新大道 8 号（13） 

法定代表人：杨红春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糖果制品（糖果）、水产加工品（干制水产品）、水果制品（水

果干制品）、蜜饯、炒货食品级坚果制品（烘炒类、油炸类）销售，散装食品(含

冷藏冷冻食品，含散装熟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保

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批发兼零售；食品类连锁店

经营管理，仓储服务，场地出租，百货类门店营业用具和卫生用具批发兼零售；

热食类食品（含半成品类食品）；糕点类食品（含裱花类食品）；自制饮品（含

自制生鲜乳饮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含肉制品、生海鲜食品）的制售；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除外）。（依法须

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良品工业 100%的股权。 

良品工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08,841,525.05 3,578,384,986.05 

负债总额 2,104,005,240.92 2,807,520,140.49 

--银行贷款总额  108,185,911.66 108,185,911.66 

--流动负债总额 2,018,069,013.61  2,724,360,488.35 

净资产 804,836,284.13 770,864,845.56 

资产负债率 72.33% 78.46% 

项目 
2022年1月1日—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72,899,214.16 7,043,342,792.48 

净利润  33,971,438.57 73,682,131.89 

                                

上述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目前尚无影响被担保人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宁波良品铺子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AFJPE7B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五号办公楼 1014 室 

法定代表人：张国强 

注册资本：1,001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品经营；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信息咨询；展览

展示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与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场地租赁；日用品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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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宁波良品商贸 100%的股权。 

宁波良品商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4,616,039.36 1,638,019,044.89 

负债总额 464,097,428.30 1,229,812,739.01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64,097,428.30 1,229,812,739.01 

净资产 450,518,611.06 408,206,305.88 

资产负债率 50.74% 75.08% 

项目 
2022年1月1日—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80,744,607.91 5,796,570,610.60 

净利润 42,312,305.18 268,954,043.20 

                                

上述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目前尚无影响被担保人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良品铺子与中信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 鄂银最保第

1182 号）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即合同“甲方”）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即合同“乙方”）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1 亿元 

4、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

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 



5、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

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争议及纠纷解决方式：凡因本合同发生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

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采取向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 

7、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乙方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签字或加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

效。 

（二）良品铺子与中信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 鄂银最保第

1183 号）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即合同“甲方”）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即合同“乙方”）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4 亿元 

4、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

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 

5、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

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争议及纠纷解决方式：凡因本合同发生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

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采取向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 

7、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乙方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签字或加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

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全资子公司良品工业、宁波良品商贸申请银行授信，并由公司对其授信

进行担保，是根据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

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良品工业、宁波良品商贸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

因此，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且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会认为：良品工业、宁波良品商贸拟向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与项目建设的资金周转需求，拓宽融资

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已建立健全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和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对相关业务的开展制定了完善决策、执行流程。被担

保对象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6 月 1 日，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 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34,558.26 万元，均为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比例为 16.11%；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