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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8  证券简称：光明地产  公告编号:临2021-010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 

调整部分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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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调整担保额度的依据 

（一）鉴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光明地产”)2020

年度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趋势，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担保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关

于印发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通知》（财会【2010】11 号）、《上海市国有

企业担保业务财务核算及内部控制工作指引》（沪国资委【2006】175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管

理制度》（光明食品财【2010】376 号）、《光明地产章程》、《光明地产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31日、

2020年 8 月 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百八十八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定 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核定了 2020

年度由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主要用于新增借款及借新还

旧，担保额度定为人民币 284.2155 亿元，担保额度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止（鉴于审议光明地产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一般

在每年年中召开，为了有效衔接自然年度与股东大会之间的时间差异，在下一

年审议公司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未召开期间，发生的对外担保到期展

期授权公司总裁机构在 2020 年度总额度内核准），具体内容详见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1日、2020年 8 月 20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临 2020-038）、（临 2020-039）、

（临 20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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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于 2020年 11 月 2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百九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在 2020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调整部分担保人与被担保人

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 2020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适度调整

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的担保额度，调整后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不变，

调整见表： 

           单位、币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 本次调整情况 

统计截至 

20.6.30 

被担保人 

性质划分 

统计截至 

20.6.30 

投资比例 

（%） 

长沙碧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0500 

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40500万元。 

本次调整增加额度人民币 10000万元。 
控股 50.00 

光明房地产集团浙江明

玖置业有限公司 
60000 

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70000万元。 

本次调整减少额度人民币 10000万元。 
控股 93.00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0 年 11 月 21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0-066）、（临2020-068）。 

 

二、本次调整担保额度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拟在 2020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适度调整担保

人与被担保人之间的担保额度，调整后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不变，调整

见表： 

            单位、币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 本次调整情况 

统计截至 

20.12.31 

被担保人 

性质划分 

统计截至 

20.12.31 

投资比例 

（%）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广

西明通置业有限公司 
143200 

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50000万元。 

本次调整增加额度人民币 93200万元。 
非控股 49.00 

镇江联启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0 

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2900万元。 

本次调整减少额度人民币 12900万元。 
非控股 33.00 

宜兴宝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75000 

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40000万元。 

本次调整减少额度人民币 65000万元。 
非控股 49.00 

成都辰禧置业有限公司 8500 
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3800万元。 

本次调整减少额度人民币 15300万元。 
非控股 34.00 

（一）原为成都辰禧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成都辰禧”）提供担保，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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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额度为人民币 23800 万元。本次调整减少额度人民币 15300 万元，调整后担

保额度为人民币 8500 万元。 

（二）原为镇江联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镇江联启”）提供担保，

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2900万元。本次调整减少额度人民币 12900 万元，调整

后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0 万元。 

（三）原为宜兴宝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宜兴宝明”）提供担保，

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40000 万元。本次调整减少额度人民币 65000 万元，调整

后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75000万元。 

（四）原为农工商房地产（集团）广西明通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广西明

通”）提供担保，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50000万元。本次调整增加额度人民币

93200 万元，调整后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43200 万元。 

截至目前，为成都辰禧、镇江联启、宜兴宝明与广西明通担保，均不存在

已发生超出调整后担保额度情况。 

根据相关要求，在具体调整被担保人时，全资子公司仅可与全资子公司之

间作调整；控股子公司仅可与控股子公司之间作调整；非控股子公司仅可与非

控股子公司之间作调整。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成都辰禧、镇江联启、宜兴

宝明和广西明通均为非控股公司，符合上述要求。 

上述调整事项（一）、（二）、（三）、（四），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之前有效。 

 

三、本次调整涉及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币种：人民币） 

1、名称：成都辰禧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驿都中路 337 号 1 栋 1 单元 9

层 1 号；法人代表：陈序平；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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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

经营活动)。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123,111.22万元，负债总额为

115,293.74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29,05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86,2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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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资产额为 7,817.48万元，营业收入为 16.15 万元，净利润为-1,356.34

万元，负债率为 93.65%。 

2、名称：镇江联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镇江市丹徒区华山路 88 号；法人代表：杨曦；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

（不含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类业务）；企业管理咨询；非爆破性房屋拆除

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物业管理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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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30日，总资产为

80,892.31 万元，负债总额为 61,687.97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61,687.97 万元，净资产额为 19,204.33 万元，营业收入为 0 万元，

净利润为-257.24 万元，负债率为 76.26%。 

3、名称：宜兴宝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宜兴市丁蜀镇青龙山；法人代表：吕翠华；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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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9 月 30日，总资

产为 169,635.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0,604.12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150,604.12万元，净资产额为 19,031.71万元，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913.77万元，负债率为 88.78%。 

4、名称：农工商房地产（集团）广西明通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良庆区五象大道 668号 9 栋 108 号铺；法人代表：熊源；

注册资本：14285.71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对房地产开发

的投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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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日，总资产为 377,358.42 万元，负债总

额为 376,234.86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98,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96,234.86万元，净资产额为 1,123.56 万元，营业收入为 73,865.11 万元，

净利润为 10,262.57 万元，负债率为 99.70%。 

 

四、本次担保调整经审议的程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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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百九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以电子

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3月 30 日下午 14:00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沈宏泽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会议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在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调整部分担保人与被担

保人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独立董事履行审议程序 

本公司独立董事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等文件精神，认真核查了公司本次在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调整部

分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担保额度的情况，并作出如下专项独立意见： 

经我们查验，公司本次在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对部分担保人与被

担保人之间担保额度进行调整后，仍然确保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事项均是由

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在 284.2155 亿元担保额度

中；并且在具体调整被担保人时，全资子公司仅可与全资子公司之间作调整；

控股子公司仅可与控股子公司之间作调整；非控股子公司仅可与非控股子公司

之间作调整。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成都辰禧置业有限公司、镇江联启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宜兴宝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农工商房地产（集团）广西

明通置业有限公司，均为非控股公司，符合上述要求。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为

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主要用于新增借款及借新还旧，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

合理利用所需要，公司对其生产经营、资金使用和其他重大经营决策均有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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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制度予以保证，并严格按照相关法规文件精神履行了法定的审批程序。 

综上所述，公司在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调整部分担保人与被担保

人之间担保额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

表示同意。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