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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编号：临2021-021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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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联交易风险：公司为参控股（含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可为其正常开

展业务提供保障，保证公司实现预期经济目标，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对公司

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累计关联交易金额：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为上海礼仕提供借款共计

13,194.99 万元，当期无为上海礼仕提供担保。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向上海礼仕借款余额 41,837.76万元，担保余额为 13.80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如无特殊情况则不存在反担保。 

● 累计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 

 

一、担保情况暨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及参控股子公司融资额度预测，公司预计为参控股子公司北京京投

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置地”）、宁波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联房产”）、北京京投兴檀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兴檀”）、

三河市京投发展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河致远”）、上海礼仕酒

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礼仕”）提供总额不超过 11亿元的担保（含全资子

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其中，全资子公司为母公

司计划提供担保不超过 2亿元人民币；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之间提

供担保）计划提供担保不超过 8亿元人民币；公司为参股公司计划提供担保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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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等，公司将按持股比例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如其他股东未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被担保人需向担保方提供

反担保，并向担保方支付担保费，担保年费率为年末未偿还贷款金额的 1%。期

限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实

际担保发生时，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内容，由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以上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因公司与参股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中所规定

关联方范围，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关系。关联董事高一轩先生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以上。 

本次公司对外担保预计总额不超过11亿元人民币，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被担保对象 预计申请担保额度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注 1） 20,000.00 

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注 2） 10,000.00 

宁波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 2） 20,000.00 

北京京投兴檀房地产有限公司（注 2） 30,000.00 

三河市京投发展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 3） 20,000.00 

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注 4） 10,000.00 

合计 110,000.00 

注 1：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参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含全资子公司

为公司提供的担保）。 

注 2：京投置地、华联房产及京投兴檀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 3：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投置地持有三河致远 85%股权，北京益达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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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致远 15%股权。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将按持股比例为三河致远融资提供相应担保。如

股东未按照持股比例对其提供担保，三河致远需向担保方提供反担保，并向担保方支付担保

费，担保年费率为年末未偿还贷款金额的 1%。 

注 4：我公司持有上海礼仕 55%股权，Trillion Full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

“TFIL”）持有上海礼仕 45%股权。公司（含全资子公司）预计为上海礼仕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00 万元的担保，合作方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TFIL 的股东方同意为公司

承担担保责任后向上海礼仕行使的追偿权中的 20%的部分提供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怡  

注册资本：74,077.76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中山东路 238号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本部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租赁。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技术咨询、房地产咨询、实业投资及

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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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088,883.61 万元，负债总额

531,327.7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5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98,638.18

万元，净资产 557,555.91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30,886.57 万元、净

利润 19,999.81万元（已经审计）。 

2、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一轩  

注册资本：50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兴一街 896号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

共停车场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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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京投置地总资产 772,224.11 万元，负债总额

759,495.4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64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43,745.15

万元，净资产 12,728.71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53.77 万元、净利润

-20,747.75万元。（已经审计） 

3、宁波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骥  

注册资本：2,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海曙区中山东路 238号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经营，室内外装修，本公司房屋租赁；建筑、装饰材料的

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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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华联房产总资产14,448.92万元，负债总额6,910.6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45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760.67万元，净资产

7,538.25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296.31 万元、净利润 22.33 万元。

（已经审计） 

4、北京京投兴檀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长青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育才路 9 号檀营乡政府办公楼 215 室-4026（檀营

集中办公区）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投置地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建筑材料；出租商业用房、

办公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的经营管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物业管理。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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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京投兴檀总资产 345,990.43 万元，负债总额

347,327.8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9,298.4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58,7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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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资产-1,337.46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0.82 万元、净利润

-1,169.82万元。（已经审计） 

5、三河市京投发展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卫平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高新区迎宾路东侧、规划路南侧富地广

场一期第 3幢 1单元 11层 1103号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投置地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85%，

北京益达生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5%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本市限定经营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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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三河致远总资产 59,880.20 万元，负债总额

55,631.9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5,631.92 万元，

净资产 4,248.28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0.48 万元、净利润-608.29 万

元。（已经审计） 

6、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一轩  

注册资本：58,525.83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嵩山路 88号 1层 1室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合营企业，持股比例 55%，Trillion Full Investments 

Limited持股比例 45%。  

经营范围：从事嵩山路 88 号酒店的经营、管理；物业出租、物业管理；以

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酒店管理、客户服务、音乐茶座，音乐餐厅，桑拿、游泳、

健身房、餐饮、洗衣服务，会议服务，打字复印，停车场（库）经营，酒，饮料

附设商场（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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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礼仕总资产 158,343.74 万元，负债总额

208,985.5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8,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8,715.85

万元，净资产-50,641.76 万元；2020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2,318.80 万元、净利

润-18,858.41万元。（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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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参股公司上海礼仕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TFIL

持有上海礼仕 45%股权。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TFIL 的股东方同意为

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向上海礼仕行使的追偿权中的 20%的部分提供反担保。 

四、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可为其公司正常开展业务提供保障，保证公司实现

预期经济目标，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无负面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4月12日，公司十一届二次董事会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并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

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审批上述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授权期限为自审议本议案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

大会结束之日止。关联董事高一轩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

和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事项属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关

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意

见，认为：公司预计发生的向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该议案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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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为上海礼仕提供借款共计 13,194.99 万元，当期无为

上海礼仕提供担保。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向上海礼仕借款余额 41,837.76

万元，担保余额为 13.80 亿元。 

七、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106,000万元（详

见附件），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的329.56%，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

保余额为530,000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0元，公司对参股子公司

的担保余额为138,000万元，全资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438,000

万元。此外，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余额为30,000万元。 

截至 2021年 3 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公司未发生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八、备查文件 

1、京投发展第十一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关于将《关于 2021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讨论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3、独立董事关于 2021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审计委员会关于 2021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意见。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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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注 1） 128,000.00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 10,000.00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限公司（注

2） 
530,000.00 

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

司 

北京京投兴檀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 2） 
250,000.00 

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

司 

北京京投灜德置业有限公司（注

3） 
280,500.00 

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

司 

北京京投兴平置业有限公司（注

3） 
240,000.00 

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

司 

北京京投兴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 3） 
382,500.00 

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

司 

北京京投丰德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 4） 
285,000.00 

小计   2,106,000.00 

注 1：我公司持有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礼仕” ）55%股权，上海礼

仕为我公司参股公司。 

注 2：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北京京投兴檀房地产有限公司是我公司全资子公

司（孙公司）。 

注 3：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北京京投灜德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京投兴平置业有限公司、北京京投兴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51%股权，上述公司均为我公司

控股子公司（孙公司）。 

注 4：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北京京投丰德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投丰德” ）70%股权，京投丰德为我公司控股子公司（孙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