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20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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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为联营企业提供融资担保额度（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
保）。
● 担保对象：公司联营企业。
● 本次担保额度为1,169,000万元；截止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为联营企业提
供担保余额合计471,343.32万元。
●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本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
订担保协议。

一、担保情况介绍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为联营企业提供共计1,169,000万
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具体担保额度如
下：
序号
1
2
3
4
5
7

担保对象全称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融创东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励东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东博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东钰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万元）
100,000
75,000
30,000
65,000
30,000
65,000

8
9
10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武汉业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瑞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太仓永庆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
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望浦励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益丰天澈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津同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德信东毅置业有限公司
合计

50,000
60,000
120,000
120,000
60,000
10,000
36,000
60,000
70,000
65,000
32,000
46,000
60,000
15,000
1,169,000

上述额度仅为最高担保额度（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
等），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以实际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计算起三
年内有效。
上述公司联营企业各方股东为联营企业融资提供对应股权比例金额保证，
同时联营企业各方股东所持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以及联营企业自身所拥有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若因联营企业经营需要存在超出
股权比例担保，需提供相应足额反担保措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盛资”）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路259号附43号
成立时间：2017年5月24日
注册资本：2,100.95万元
法定代表人：项伟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房地产经纪；
物业管理（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从事建筑相关业
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化危品）、装饰
材料（不含化危品）、五金交电、电器、机电设备。**【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31.70%，重庆旭
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5.00%，融创西南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33.30%。
重庆盛资负责重庆市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N分区N02-4-1/03、N02-4-2/03、
N03-2/08、N03-3/06、N04-2/04、N05-9/04、N05-1/05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建设开发，宗地土地出让面积127,982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473,594平方
米。
2、重庆融创东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东励”）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月台路18号【口岸贸易服务大厦】B1单
元5楼503-1152室
成立时间：2019年4月1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景申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按专项许可审批从事经营）房地产中介；企业管
理咨询；停车场管理。（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51.00%，重庆融
创地产有限公司持股49.00%。
融创东励负责重庆市沙坪坝西永组团 Ah 标准分区 Ah31-01-1/03、Ah31-012/03、Ah32-01/03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
90,887 平方米，容积率约 1.74。
3、重庆励东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东融合”）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团结坝432号1幢、附1号-附19号（仅限用于行政
办公、通讯联络）
成立时间：2019年1月10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浩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按资质证书核定事项从事经营）；房地产中介；
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租赁服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

经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50.00%，重庆东
毅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50.00%。
励东融合负责励东融合负责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组团C标准分区C10-2/04号
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26,542平方米，容积率
2.5。
4、重庆东博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博智合”）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团结坝432号1幢、附21号至附23号（仅限用于
行政办公、通讯联络）
成立时间：2019年1月10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浩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按资质证书核定事项从事经营）；房地产中介；
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租赁服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
经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50.00%，重庆东
励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50.00%。
东博智合负责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组团C标准分区C10-1-1/06,C10-1-2/05号
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61,206平方米，容积率
2.5。
5、重庆东钰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钰金”）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垄安大道115号201室-133
成立时间：2020年7月17日
注册资本：21,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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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49.90%，重庆市

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持股50.10%。
东钰金负责沙坪坝组团B10-2-2/0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
该地块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土地面积22,479.7平方米，土地用途二类居
住用地。
6、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元成方”）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红星路8号2-25（自主承诺）
成立时间：2016年8月22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红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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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间接持股33.30%，重
庆业茂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股33.40%，重庆辉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33.30%。
至元成方负责南岸区弹子石 A 分区 A8-1/03、A8-3/03、A8-5/03、A17-1/04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该项目土地出让面积 146,824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443,781平方米。
7、武汉业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业锦”）
注册地址：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镇汉南大道358号
成立时间：2020年5月27日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邱胜华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施工；财务咨询；税务咨询；人力资源信息咨询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市场
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品牌策划；房地产信息策划；房屋租赁；房屋销售
代理；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33.00%，武汉华
宇业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4.00%，武汉金科长信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33.00%。
武汉业锦负责武汉市汉南区东荆街马影河大道以北、纱帽大道以东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95,456.7平方米，容积率2.3。
8、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业硕”）
注册地址：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镇汉南大道358号
成立时间：2020年7月24日
注册资本：2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邱胜华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施工；税务咨询；人力资源信息咨询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市场营销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品牌策划；房地产信息策划；房屋租赁；房屋销售代理；会务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33.00%，武汉华
宇业辉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4.00%，武汉金科长信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33.00%。
武汉业硕负责汉南区纱帽街周家河路以南、江上路以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98,130.24平方米，容积率2.3。
9、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荣田”）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秋棠路7号欢河城一号院3号
楼1层102室
成立时间：2017年1月5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城镇化建设、开发；旧城改造建
设、开发；棚户区改造建设、开发。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间接持股21.75%，河
南东方宇亿置业有限公司持股49.00%，郑州合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7.50%，重庆盛飞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股21.75%。

河南荣田负责郑州市高新区宏达街北、凤梨路西0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建设
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55,690.87平方米，容积率3.99，并负责郑州市高新区宏
达街北、凤梨路西0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55,421.84平
方米，容积率3.99。
10、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骏原”）
注册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潭街道平港路1号办公楼699室
成立时间：2018年8月15日
注册资本：199,920万元
法定代表人：孙晓松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日用百货、办公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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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50.00%，瑞奇国
际有限公司持股50.00%。
南京骏原负责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龙潭小镇一（一）地块国有建设用地
建设开发，其中A地块占地面积28,954.74平方米，容积率2.4；B地块占地面积
28,574.2平方米，容积率2.6；C地块占地面积29,772.6平方米，容积率2.5。
11、南京瑞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瑞熙”）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浦滨路320号
成立时间：2019年7月11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杰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税务咨询;人力资源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品牌管理;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租赁;商品房销
售代理;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市场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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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33.00%，苏州业
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4.00%，苏州绿湖置业有限公司持股33.00%。
南京瑞熙负责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虎桥路以南、研新路以东01地块国有

建设用地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66,206.72平方米，容积率2.8。
12、太仓永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永庆”）
注册地址：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上海东路188号11幢2505室
成立时间：2021年5月6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晓东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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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房地
产评估；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住房租赁；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理；物
业服务评估；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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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间接持股33.00%，宜
兴市粤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4.00%，上海晶凡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33.00%。
太仓永庆负责太仓市高新区苏州路南、通城河西地块国有建设用地建设开
发，该地块占地面积16,999.1平方米，容积率2。
13、苏州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东利”）
注册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南环东路758号南环汇邻广场4#南塔楼10层
成立时间：2020年5月11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军红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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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51.00%，江苏水
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49.00%。
苏州东利负责苏州市姑苏区人民路西、南环路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建设开
发，该地块占地面积28,411平方米，容积率1.4。
14、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南光”）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南秀路2699号

成立时间：2020年4月20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杨军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房地产
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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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住房租赁；市场营销策划；城市绿化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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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49.00%，杭州臻
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1.00%，杭州诺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0.00%。
杭州南光负责萧政储出[2020]16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
该地块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东至新城路、南至彩虹大道、西至下潦路、北至横一
路，土地面积34,767平方米，容积率2.4，土地用途居住用地。
15、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远领悦”）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灯塔北街2幢1层
成立时间：2019年6月10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曹睿峰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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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间接持股50.00%，乐
山领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股50.00%。
鸿远领悦负责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望塔路39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建设开
发，该地块占地面积116,754.53平方米，容积率4。
16、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津帛锦”）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兴园3路5号3栋9层17号
成立时间：2019年4月2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翊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50.00%，四川融
创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50.00%。
新津帛锦负责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街道办红石社区3组、4组，抚江社区1组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68,684.84平方米，容积率2.5。
17、成都望浦励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浦励成”）
注册地址：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犀团路168号附5号
成立时间：2020年1月3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程浪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50.00%，成都花
港置业有限公司持股50.00%。
望浦励成负责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龙吟村七社、蔬菜三队地块国有建设用
地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23466.02平方米，容积率2。
18、成都益丰天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丰天澈”）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区五津街道兴园3路5号3栋9层7号-2（自主申报）
成立时间：2020年5月20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加英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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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50.00%，成都业
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50.00%。
益丰天澈负责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街道古家社区五组、六组、七组地块国有
建设用地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30,434.22平方米，容积率2.73。
19、成都津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津同”）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街道武阳中路198、200号

成立时间：2020年5月15日
注册资本：21,7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涂俊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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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间接持股35.00%，成
都锦创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50.00%，四川智城鸿业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15.00%。
成都津同负责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街道古家社区五组、七组地块国有建设用
地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63,913.01平方米，容积率2.78。
20、成都德信东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东毅”）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大南街70号附10号
成立时间：2021年6月24日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孙星星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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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及持股比例：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公司子公司持股50.00%，成都信
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0.00%。
德信东毅负责成都市青白江区绣川河以北、青白江大道以东地块国有建设
用地建设开发，该地块占地面积42,947.20平方米，容积率1.5。
上述被担保人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
号

资产负债
担保对象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总收入

净利润

率是否超
过70%

1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6,070.92

311,626.05

14,444.88

108,499.68

-11,196.40

是

2

重庆融创东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6,562.55

234,051.30

-7,488.75

42,931.83

-8,179.10

是

3

重庆励东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4,176.73

84,370.73

-196.38

-

-2,619.31

是

4

重庆东博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8,814.19

192,715.99

-3,899.41

0.13

-3,448.59

是

5

重庆东钰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653.24

77,199.62

18,453.62

32.04

-2,286.88

是

6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1,688.67

81,671.79

100,016.87

14,132.45

1,278.36

否

7

武汉业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950.95

51,693.50

24,257.45

-

-623.20

否

8

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9,243.50

111,397.30

27,846.20

-

-150.03

是

9

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64,884.45

423,406.07

41,478.39

183,697.09

32,660.26

是

10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6,303.92

162,020.10

14,283.82

21,847.24

-11,481.44

是

11

南京瑞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7,074.50

436,430.96

110,643.54

-

-5,810.32

是

12

太仓永庆置业有限公司

39,133.66

37,402.77

1,730.89

3.00

-269.11

是

13

苏州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1,280.52

169,799.47

1,481.05

-

-346.90

是

14

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

492,544.43

335,025.09

157,519.34

8.16

-2,148.61

否

15

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65,126.74

258,181.66

6,945.08

5,033.06

-2,450.54

是

16

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8,711.27

244,327.14

-5,615.87

29.96

-5,886.16

是

17

成都望浦励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864.32

102,713.69

-1,849.37

-

-1,415.27

是

18

成都益丰天澈置业有限公司

126,906.94

126,765.62

141.32

-

-1,312.29

是

19

成都津同置业有限公司

309,087.63

289,347.88

19,740.02

121.62

-1,817.02

是

20

成都德信东毅置业有限公司

29,691.35

16,909.78

12,781.57

15.61

781.57

否

上述被担保人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负
序号

担保对象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总收入

净利润

债率是
否超过
70%

1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7,570.66

318,926.72

18,643.94

1,499.22

-541.32

是

2

重庆融创东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2,064.05

144,603.34

-12,539.29

83,957.77

-5,050.54

是

3

重庆励东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3,816.43

84,370.84

-554.42

-

-360.42

是

4

重庆东博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9,199.66

193,407.54

-4,207.88

-

-306.08

是

5

重庆东钰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6,286.59

78,085.34

18,201.25

2.01

-252.37

是

6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1,812.83

81,962.07

99,850.76

-

-166.11

否

7

武汉业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4,964.83

51,587.66

23,377.17

-

-20.77

否

8

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9,588.44

112,264.22

27,324.23

-

-17.94

是

9

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70,172.44

428,257.79

41,914.65

682.21

436.27

是

10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8,716.72

135,249.46

13,467.26

-

-822.57

是

11

南京瑞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36,386.77

437,934.49

98,452.28

4.19

-1,636.87

是

12

太仓永庆置业有限公司

21,885.51

20,500.93

1,384.58

-

-346.80

是

13

苏州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1,187.67

190,305.28

882.39

-

-598.66

是

14

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

364,059.18

336,582.41

27,476.77

-

-42.57

是

15

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1,311.20

224,530.53

6,780.67

-

-164.40

是

16

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8,450.60

244,118.38

-5,667.77

28.95

-54.42

是

17

成都望浦励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581.45

101,474.38

-1,892.92

5.71

-43.55

是

18

成都益丰天澈置业有限公司

126,996.28

126,851.00

145.28

-

3.96

是

19

成都津同置业有限公司

297,972.56

277,506.75

20,465.81

21.30

726.06

是

20

成都德信东毅置业有限公司

41,166.19

28,638.35

12,527.84

6.22

-224.43

否

三、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根据联营企业发展需求，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其所需且合理的担保并
承担相应担保责任，若因联营企业经营需要存在超出股权比例担保，需提供相
应足额反担保措施。公司向联营企业进行担保额度预计，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可以在联营企业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包括在额度生效期间新设联营企业和
本议案审议之日已经存在的联营企业）。
1、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2、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联营企业，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
（股东大会通过的联营企业担保额度）的联营企业处获得担保额度；3、在调剂
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该担保额度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
根据具体担保事宜与联营企业及相关方签订协议，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及额度
调剂等情况，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临时公告中进行披露，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如有超出授权总额度的除外。经以往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且在执
行中的相关担保待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日起可延用，但需按该次议案中
额度等要求执行。在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相关方要求在担保
的额度范围内调剂额度、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件等。前述融资及担保尚
需相关方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以实际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计算起至
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有效。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是基于联营公司项目开发及经营

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其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行为，是基于联营公司项目开发及经营
业务开展需要，根据其实际发展情况提供合理担保金额并承担相应担保责任，
我们认为该担保合理，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对联营企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29,116.12万元、上述
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65%，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资料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