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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38          证券简称：中青旅        公告编号：临 2022-045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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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是否为关联担保：否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人民币 2 亿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无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是否为关联担保：否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5 亿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人民币 18.5 亿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担保对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担

保对象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等未发生显著变化，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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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其中，自 2021 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2 年度股

东大会期间，公司为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青博联”）

预计提供不超过 4 亿元额度的银行授信担保，为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青旅创格”）预计提供不超过 20 亿元额度的银行授信担保。 

近日，为满足正常业务发展需要，中青博联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额度的银行综合授信。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人民币 5000 万元额度的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北京九方合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荣惠华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作为中青博联的少数股东，按其持有的股权比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同时，中青旅创格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分行申请人民币 5

亿元额度的流动资金借款。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分行签订了

《保证合同》，为该人民币 5 亿元额度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北京中盛宜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中青旅创格的少数股东, 按其持有的股权比例为本次担保

提供反担保。 

前述担保在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额度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对中青博联的担保余额为 2 亿元、可用担保

额度为 2 亿元，公司对中青旅创格的担保余额为 18.5 亿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1.5

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青博联 

中青博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6621754759）是公司持股 72.75%的

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16 日，注册资本 10,37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

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5 号中青旅大厦 16 层(东二环)，法定代表人袁浩，经

营范围为市场营销顾问；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演出）；市场调查；企业形象策划；公关策划；翻译服务；摄影服务；图

文设计、制作；广告设计、制作；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投资顾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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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培训；计算机技术

培训；装饰设计；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从事因私出入

境中介服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从事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青博联资产总额 10.61 亿元，负债总额 5.89

亿元，资产负债率 55.54%，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65 亿元，净资产 4.14 亿元。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32亿元，净利润 0.44亿元。 

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中青博联资产总额 8.12亿元，负债总额 4.05亿元，

资产负债率 49.85%，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91 亿元，净资产 3.48 亿元。2022 年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1亿元，净利润-0.22 亿元。 

（二）中青旅创格 

中青旅创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1020946343）是公司持股 90%的

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 月 18 日，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28 号泛亚大厦 8 层，法定代表人柴昊，经营范围为互

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ＢＢＳ

以外的内容）；零售国内版图书、电子出版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机械电器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劳务派遣；计算机技术培训。（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中青旅创格资产总额 23.43亿元，负债总额 21.01

亿元，资产负债率 89.68%，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1.01亿元，净资产 2.42亿元。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1.08亿元，净利润 0.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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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中青旅创格资产总额 24.79亿元，负债总额 22.20

亿元，资产负债率 89.55%，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2.20亿元，净资产 2.59亿元。

2022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9.06亿元，净利润 0.17亿元。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债务人：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最高本金：5000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

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

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

权的费用等。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二）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分行 

债务人：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最高本金：5 亿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

及其它费用。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的必要担保，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及

长远发展，该担保的履行对公司的发展和效益提升有积极作用。被担保企业具备

正常的债务偿还能力，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北京九方合纵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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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有限公司、业荣惠华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青博联的少数股东，

北京中盛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中青旅创格的少数股东, 按其持有的股权比

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

在担保计划额度和事项内根据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执行，并代表董

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件。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额度内，无需另行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1.27

亿元，占本公司 2021 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65.00%。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乌

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参股子公司桐乡市濮院旅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数额为

人民币 19.60 亿元，占本公司 2021 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0.87%；乌镇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根据银行政策和房地产开发销售的商业惯例，为其房地

产项目符合贷款条件的购房者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数额为人民币 10,676.62

万元，占本公司 2021 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8%；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已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0.60 亿元，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

公司、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担保，以

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青旅山水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化中青

旅山水酒店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21 年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 32.45%。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