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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1-063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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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

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

公司、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

限公司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 7,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2 亿元、1.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别在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使用的公司综合授信

额度 5.9 亿元、4.9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海南亚泰温泉酒

店有限公司、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口联合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 12,000 万元、8,000 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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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213,648.67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的  83.30%；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7,0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 0.48%。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 7,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2 亿元、1.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别在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使用的公司综合授信

额度 5.9 亿元、4.9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海南亚泰温泉酒

店有限公司、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口联合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 12,000 万元、8,000 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



 3 

股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409,035,322.22 元，总负债为 1,197,816,587.69 元，净资产为

1,211,218,734.53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843,896,067.69 元，

净利润-2,702,752.64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701,290,128.42

元，总负债为 1,479,759,977.99 元，净资产为 1,221,530,150.43 

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33,209,305.21 元，净利润 

10,311,415.9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建筑骨 

料、石灰石、水泥混凝土制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74%股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951,808,705.96 元，总负债为 4,957,045,338.45 元，净资产为

1,994,763,367.51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38,637,258.36 元，净

利润 58,701,995.55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921,500,395.47 元，总负债为

4,666,582,817.5 元，净资产为 2,254,917,577.97 元，2021 年 1-9 月实

现营业收入 1,304,602,975.87 元，净利润 260,154,210.46 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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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  

法定代表人：马东梅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的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76.31% 

股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 4,755,221,957.88 元，总负债为 4,111,433,570.61 元，净资产为

643,788,387.27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41,169,407.73 元，净利

润 8,451,223.59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995,287,163.64 元，总负债

为 4,367,489,690.55 元，净资产为 627,797,473.09 元，2021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401,408,882.97 元，净利润-15,990,914.18 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4、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拌混凝土、混凝土构件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64.61%股权，间接持有其 26.19%股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210,890,250.54 元，总负债为 1,684,641,418.40 元，净资产为

526,248,832.14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722,571,000.85 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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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06,490.24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亚

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884,237,552.67 元，总负债为

2,402,994,567.05 元，净资产为 481,242,985.62 元，2021 年 1-9 月实

现营业收入 694,690,816.96 元，净利润-45,005,846.52 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5、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澄迈县老城镇 

法定代表人：韩忠玲 

经营范围：餐饮、客房、娱乐、游泳馆、温泉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52.92%股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75,498,079.66 元，总负债为 594,577,615.21 元，净资产为 -

119,079,535.55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6,151,450.15 元，净利润 

-9,547,349.78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海

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72,740,488.46 元，总负债为

603,381,825.87 元，净资产为-130,641,337.41 元，2021 年 1-9 月实现

营业收入 13,870,834.54 元，净利润-11,561,801.86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6、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路 

法定代表人：袁浩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旅游业、酒店业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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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 402,812,692.26 元，总负债为 70,827,473.49 元，净资产为

331,985,218.77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820,227.24 元，净利润 

-9,242,774.98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三

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10,771,539.32 元，总

负债为 83,795,936.75 元，净资产为 326,975,602.57 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296,309.97 元，净利润-5,009,616.20 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担保金额 

（万元） 

2020年末

资产负债

率（%） 

2021年 9

月末资产负

债率（%）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7,000 49.72 54.78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15,000 49.72 54.78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20,000 71.31 67.42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59,000 86.46 87.10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 49,000 76.20 83.31 

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52.92 12,000 125.04 127.63 

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

公司 
100 8,000 17.58 20.40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

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213,648.67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的 83.30%；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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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 0.48%。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五、备查文件 

公司 2021 年第十六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