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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转让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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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轩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湖公司”）
。
 本次担保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杭州南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游公司”）100%股权对外转
让。南游公司通过杭州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轩湖公司 100%股权。截止目前，公司为
轩湖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贷款人民币 7.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鉴
于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轩湖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述担保事项将转为公
司对外担保，尚须重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担保由南游公司 100%股权受让方西安远泓盛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杭州南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游公司”）100%股权转让给
西安远泓盛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泓盛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下属项目公司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杭州轩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湖公司”）为南游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南游公司通过杭州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湖公司”）持有轩湖公司 100%
股权。为项目开发融资需要，轩湖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江
苏银行杭州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人民币 7.5 亿元，借款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12 日至
2023 年 5 月 11 日，担保方式包括轩湖公司以其持有的临政储出[2019]26 号土地使用权作
为抵押物，开湖公司以其持有轩湖公司 100%股权作为质押物，以及公司为轩湖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轩湖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属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
保范围，公司已就相关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截止目前，轩湖公司在江苏银行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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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7.5 亿元。
鉴于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轩湖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为轩湖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转为对外担保，为使相关股权转让交易顺利进行和轩湖公司项目
开发稳步推进，公司拟继续为轩湖公司在江苏银行杭州分行项目开发贷款人民币 7.5 亿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由远泓盛融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1、远泓盛融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函》；2、远泓盛融将所持开湖公司 100%股权质押给国开东方或
公司作为反担保。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转让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为转让项目
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担保事项尚须重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杭州轩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3 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贾敬亮，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西墅社区锦墅街锦贤府
S1 幢，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屋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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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开东方原间接持有轩湖公司 100%股权，相关股权转让完成后，轩湖
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轩湖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元）：
2020年10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70,508,797.04

1,159,349,684.92

负债总额

1,977,973,727.23

1,152,567,653.54

银行贷款总额

750,000,00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1,302,973,727.23

1,152,567,653.54

-7,464,930.19

6,782,031.38

资产净额

2020年1-10月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度
0

0

-14,246,961.57

-3,217,968.6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债务人：杭州轩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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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担保最高额
债权本金人民币 7.5 亿元及前述本金对应的利息、费用等其他债权。
2、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保证范围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
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
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4、保证期间
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后满三年之日止。
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为轩湖公司提供担保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 7.5 亿元。
四、反担保情况
（一）反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安远泓盛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四路亮丽商务综合楼 1 幢 2 单元 21 层 22104
—X337 室
3、法定代表人：连蕾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酒店管理；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
税务服务；财务咨询；资产评估；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
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品
牌管理；办公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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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东情况：深圳市恒辉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发展”）通过西安恒业
维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远泓盛融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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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要财务指标：
远泓盛融为新设公司，其控股方恒辉发展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恒辉发展经审计资产总额 3,853.90 万元，资产净额 2,042.16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94.32 万元，净利润 42.76 万元。
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恒辉发展资产总额 3.40 亿元，资产净额 5,451.71 万元，
2020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2,605.55 万元，净利润 409.55 万元。
（二）反担保主要内容
1、远泓盛融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函》；
2、远泓盛融将所持开湖公司 100%股权质押给国开东方或公司作为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前，轩湖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已履行
了必要的内部程序。本次交易完成后，轩湖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为轩湖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将转为对外担保，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目前，轩湖公司在江苏银行杭州分行项目开发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7.5 亿元，担保
方式包括轩湖公司以其持有的临政储出[2019]26 号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开湖公司以其
持有轩湖公司 100%股权作为质押物，以及公司为轩湖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轩湖公
司“锦贤府”项目正在推进中，已对外展开销售，项目开发贷及相关抵押、质押及保证担
保无法直接解除或终止，继续履行担保有利于相关项目开发有序推进，有利于本次股权转
让交易的顺利进行。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
“锦贤府”项目可售货值总额为人民币 24.36
亿元，已完成预售总额 8.26 亿元，预计后续销售及回款的现金流能够满足银行贷款的偿
还，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且相关项目开发贷还存在抵押、质押担保方式，轩湖公司在江苏
银行杭州分行已开立封闭管理账户，用于归还江苏银行杭州分行贷款本息及与开发项目建
设有关的款项支出，担保风险可控。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远泓盛融将通过持有南游
公司 100%股权，从而间接享有轩湖公司 100%股权及“锦贤府”项目全部开发权益，远泓
盛融具备反担保能力。通过上述安排，公司本次继续为轩湖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
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前，杭州轩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湖公司”）为公司

4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程序。为确保本次股权转
让交易的顺利进行，考虑轩湖公司在建项目进度和稳定经营，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拟继
续为轩湖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杭州分行”）相关
项目开发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鉴于轩湖公司在江苏银行杭州分行的相关项目开发贷
款还存在抵押及质押担保方式，预计后续销售及回款的现金流能够满足银行贷款的偿还且
存在银行资金监管，本次股权交易受让方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公司本次对外担保风险可
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对外担保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含子公司为子提
供担保）余额 116.67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55.52%。
公司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20.17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9.60%。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及子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35.03 亿元。公司为除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
提供担保余额 5.8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2.76%。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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