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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0/900914         证券简称：锦江投资/锦投 B 股         编号：2021-018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下属控股 

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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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及本次担保金额：授权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下属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额度 25,770 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 95%的子公司，其下属控股子公

司、参股公司 2021 年度因经营业务需要，计划向银行贷款，需上海锦江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本公司董事会授权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下列公司贷款决定提供相应的担保（单位 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贷款 

额度 

担保 

额度 

资产 

负债率 

上海金茂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0 2,000 1,000 14.13% 

上海锦江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0 3,000 2,400 64.28% 

上海锦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0 2,000 1,000 108.01% 

上海锦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8 4,000 1,920 97.48% 

上海锦江通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8,000 8,000 84.48% 

上海锦江城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2,000 2,000 109.64% 

江苏南京长途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 15,000 3,450 56.22% 

上海锦江商旅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80 6,000 6,000 11.06% 

合  计  42,000 25,770  

以上股权比例为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所持的投资比例，担保期限按

有关担保法规执行，担保金额包含 2020 年度延续至 2021 年度的担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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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法  定 

代表人 
经营范围 

上海金茂锦
江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世纪
大道 88 号 811 室 

唐咏 

出租汽车客运服务，汽车配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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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江丰
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上海市徐汇区吴
中路 88 号 

钱宏鸣 

汽车、品牌轿车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维
修，汽车内装潢，汽车技术信息服务，汽
车配件的销售，二手车经销，进口丰田品
牌汽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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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茂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哈
密路 800 号 B 区 

王巍 

进口日产品牌汽车、东风日产品牌汽车的
销售，销售汽车配件，日用百货；二类机
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汽车内装饰，
汽车租赁（不含操作人员）。 【企业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上海锦江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吴
中路 259 号 

钱宏鸣 

汽车、品牌轿车、二手汽车、汽车配件、
汽保设备、轮胎、润滑油、日用百货的销
售，汽车装潢、汽车清洗，附设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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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江通
永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上海市徐汇区宋
园路 166 号 

钱宏鸣 

进口、国产别克品牌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
用车的销售、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

维修）、二手车服务（除旧机动车鉴定评
估）及汽车配件（除蓄电池）、润滑油、
日用百货的销售，汽车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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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江城
市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上海市徐汇区吴
中路 100 号 9 幢 

钱宏鸣 

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限二
层），东风日产品牌汽车销售，商用车及
九座以上乘用车销售，汽车租赁，二手汽
车服务（除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汽车配
件（除蓄电池）、润滑油、日用百货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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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京长
途汽车客运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建
宁路 1 号 

唐杰 

班车客运、高速客运、旅游客运、出租客
运、包车客运；汽车维护、发动机总成修
理；汽油、柴油、煤油零售。（卡拉 OK；
机动车检测；卷烟、雪茄烟、烟丝零售；
定型包装食品、水果、保健食品、瓶装酒、
饮料、副食品、土特产销售；制售中餐；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住宿；国内版图书、
期刊零售；）括号内范围仅限取得许可证
的分支机构经营；汽车配件销售；金属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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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建筑材料（不含油漆）、装潢材料、

水暖产品、五金交电、机械产品、日用百
货、文体用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不
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及无线电发射设
备）、家电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维修；
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及
软件开发；(代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停
车场；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各类广告；
客运站经营；出售汽车票；市场设施租赁；
市场管理服务）括号内范围仅限取得许可
证的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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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江商
旅汽车服务
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龙东大道 6111 号
1 幢 493 室 

沈正东 

大小客车出租服务，跨省市长途客运，汽
车配件，汽车修理，机动车安检，汽车租
赁，以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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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公司经营情况如下（单位 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上海金茂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6,758.94 955.17 5,803.77 3,027.72 206.88 

上海锦江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857.78 3,122.82 1,734.96 34,406.09 470.20 

上海锦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621.28 1,751.08 -129.80 7,043.64 -159.02 

上海锦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8,475.73 18,010.19 465.55 39,963.65 -177.78 

上海锦江通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4,283.47 12,067.02 2,216.45 65,428.77 -279.96 

上海锦江城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525.55 3,865.42 -339.87 22,367.08 -377.64 

江苏南京长途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8,670.46 107,973.09 60,697.37 41,355.77 508.52 

上海锦江商旅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34,431.83 3,809.47 30,622.36 24,219.06 -1,230.1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除已根据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而在以前年度签订的协议外，尚未签订新的担保协议。本担保事项经股

东大会批准后，由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根据以上公司的申请，按照资金

需求予以安排，本议案有效期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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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授

权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公司授权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该担保事项是为满足下属公司正常经营需要，理由充分、合理。 

3、公司能严格控制对外担保可能产生的风险，现有对外担保数额占公司净

资产的比例较小，处于受控状态。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母公司）尚无直接对外提供担保。本次授

权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额度 25,77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合并）的 7.27%。 

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