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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8       证券简称：国旅联合       公告编号：2022-临 040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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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联合”或“公

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国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文化”）、

江西新线中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新线中视”）和江

西国贵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贵文旅”）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 7,800 万

元人民币，公司已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6,800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提供担保对象中，公司下属子公司国联文化和江西

新线中视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控股子公司国联文化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下简称“兴

业南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大写：壹仟万元整）流动资金

贷款。公司同意为国联文化的上述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与兴业南

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2、控股子公司江西新线中视拟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下简

称“光大南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0.00 元（大写：玖佰万元整）流

动资金贷款。公司同意为江西新线中视的上述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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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光大南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3、控股子公司江西新线中视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下简

称“兴业南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大写：壹仟万元整）流

动资金贷款。公司同意为江西新线中视的上述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与兴业南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4、控股子公司江西新线中视文拟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下

简称“赣州银行南昌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00元（大写：壹仟

万元整）流动资金贷款。公司同意为江西新线中视的上述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并与赣州银行南昌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全资子公司国贵文旅拟向贵溪九银村镇银行（以下简称“九银村镇”）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0.00 元（大写：玖佰万元整）流动资金贷款。公司

同意为国贵文旅的上述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与九银村镇签署最高

额保证合同。 

6、全资子公司国贵文旅拟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下简称“赣

州银行南昌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0.00 元（大写：叁仟万元整）

固定资产贷款。公司同意为国贵文旅的上述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

与赣州银行南昌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7月 27日召开国旅联合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因国联文化、江西新线中视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国贵文旅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超过 10%（为

20.40%），本次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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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期净资

产比例 

一、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国 旅

联合 

国 联

文化 

51% 85.51% 2,000 1,000 16.22% 不超过3

年 

否 是 

国 旅

联合 

江 西

新 线

中视 

85.93% 88.51% 3,900 2,900 36.76% 不超过3

年 

否 是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国 旅

联合 

国 贵

文旅 

100% 37.82% 900 3900 25.94% 不超过3

年 

否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国联文化 

2、江西新线中视 

名称 江西国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源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年 7月 7日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昌南工业园区昌南园五路 5号 1号楼 5070室(江

西昌南工业园内)  

统一信用代码 91360104MA3995W15M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设计、代

理，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名称 江西新线中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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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贵文旅 

 

（二）主要财务情况 

1、国联文化 

项目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经

审计）（万元）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

经审计）（万元） 

资产总额   4,507.48 5,415.34 

负债总额   3,698.32 4,630.81 

净资产 809.16 784.54 

营业收入   16,427.51 3,355.42 

利润总额 -221.95 -24.62 

净利润 -168.31 -24.62 

2、江西新线中视 

法定代表人 卢郁炜 

注册资本 2,4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年 6月 9日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昌南工业园区昌南园五路 5号 1号楼 5037室(江

西昌南工业园内) 

统一信用代码 91360104MA398FXA7B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广告发布（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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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图文设计制作，

办公服务，市场调查，社会调查，广告设计、代理，新材料技术推广服

务，专业设计服务，商标代理，知识产权服务，版权代理，广告发布（非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名称 江西国贵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良建 

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年 4月 2日 

注册地址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白鹤湖农业生态科技园 

统一信用代码 91360681MA3ABWG51U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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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乐园服务，体育赛事策划，酒店管理，

会议及展览服务，养老服务，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规划设计管理，市场营销策划（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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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经

审计）（万元）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

经审计）（万元） 

资产总额 20,503.15   23,748.91 

负债总额 17,753.36 21,020.41 

净资产 2,749.79 2,728.50 

营业收入  40,720.89  6,698.23 

利润总额  264.39  -21.28 

净利润  197.29  -21.28 

3、国贵文旅 

项目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经

审计）（万元）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

经审计）（万元） 

资产总额  3,198.13 3,830.99 

负债总额  1,198.67 1,448.79 

净资产  1,999.46 2,382.20 

营业收入 0 566.04 

利润总额 -0.58 510.39 

净利润 -0.58 382.78 

 

（三）与本公司关系：被担保人系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国联文化向兴业南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1、借款主体：江西国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 

3、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4、担保条件：国旅联合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国联文化少数股东张勇按

照 49%的担保比例向国旅联合提供个人连带责任反担保 

（二）为江西新线中视向光大南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1、借款主体：江西新线中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万元 

3、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年 

4、担保条件：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江西新线中

视法定代表人卢郁炜向国旅联合提供个人连带责任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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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江西新线中视向兴业南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1、借款主体：江西新线中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 

3、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4、担保条件：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江西新线中

视法定代表人卢郁炜向国旅联合提供个人连带责任反担保 

（四）为江西新线中视向赣州银行南昌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1、借款主体：江西新线中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 

3、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4、担保条件：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江西新线中

视法定代表人卢郁炜向国旅联合提供个人连带责任反担保 

（五）为国贵文旅向九银村镇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1、借款主体：江西国贵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万元 

3、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4、担保条件：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为国贵文旅向赣州银行南昌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1、借款主体：江西国贵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 

3、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4、担保条件：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为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根据银行要求提

供保证担保，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虽担保对象国联文化、江西新线中视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但上述公司目前经营正常，且其本次所借资金用于满足其生产经营

需要。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公司能对其保持良好控制，可以

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本次提供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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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召开了董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国联文化申请兴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江西新线中视申请光大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江西新线中视申请兴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

西新线中视申请赣州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国贵文旅

申请九银村镇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国贵文旅申请赣

州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以

上 6个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查及审慎分析

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对象系公司下属子公司，其主

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相关规定。该担保事项未损害上

市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确保其持续

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对其具有管控权。本次担保整体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800万元，上市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6,80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6.76%，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