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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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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 

96.34%）及其所属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55,000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3,461.23万元（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因经营业务需要，2022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

易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 96.34%）对公司所属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提

供银行融资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为人民币 55,000万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经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

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任人共计 8家，主要情况如下： 

1、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山北路 2907号 15幢 5楼西区 

法定代表人：宁斌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润滑油销售；汽车租赁；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

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充电桩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



托车及零配件批发；轮胎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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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42,078.62 万元，负债总额

16,793.66 万元，资产净额 25,431.64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636.04

万元，净利润 1,906.61万元。  

 2、上海百联沪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闸北区共和新路 3550号 10 幢三层 

法定代表人：许钢 

经营范围：上海大众品牌汽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

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经销；汽车旧车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

经营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润滑油销售；轮胎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

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池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

及零配件批发；充电桩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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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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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18,702.13 万元，负债总额 

15,554.81 万元，资产净额 3,147.32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84,793.50 万

元，净利润 388.19 万元。  

3、上海百联沪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共和新路 3550号 9号楼 3楼 

法定代表人：许钢 

经营范围：汽车（含小轿车），摩托车，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汽车用品

（销售）；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二手车经销，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汽车租赁，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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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6,865.75万元，负债总额 6,181.72 

万元，资产净额 684.03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1,304.52 万元，净利润

-469.69万元。 

 4、上海百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1189 号 

法定代表人：许钢 

经营范围：汽车及零配件、摩托车及零部件、轮胎及汽车用品的销售，机动

车维修，二手车经销，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汽车租赁，商务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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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6,697.84万元，负债总额 4,873.86

万元，资产净额 1,823.98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9,049.33 万元，净利润

7.32万元。 

5、上海百联沪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共和新路 3200号 6幢 

法定代表人：许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经销；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轮胎销售；新

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充电桩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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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

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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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最新的信用

等级状况：未评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23,582.84 万元，负债总额

16,953.06 万元，资产净额 6,629.78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61,192.38 万

元，净利润 404.33 万元。 

6、上海协通百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208 号 2号楼 

法定代表人：戴红运 

经营范围：进口、国产别克品牌汽车销售，商用车及九座以上承用车、摩托

车、汽摩配件、金属材料的销售，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商务信息

咨询，保险兼业代理：机动车辆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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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17,051.75万元，负债总 11,070.61

万元，资产净额 5,981.14 万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47,182.64万元，净利润

497.42万元。 

7、上海百联凯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1611 弄 13幢 101室 

法定代表人：沈明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

汽车零配件批发；音响设备销售；润滑油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设备销售；摩托车及零

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

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

发动机销售；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二手车经销；二手车经纪；二手车鉴定评

估；机动车改装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代驾服务；汽车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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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6,870.78 万元，负债总 5,664.53

万元，资产净额 1,206.25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818.85 万元，净利润

-464.07万元。 

8、上海百联荣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1611 弄 13幢 102室 

法定代表人： 沈明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

汽车零配件批发；音响设备销售；润滑油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设备销售；摩托车及零

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

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

发动机销售；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二手车经销；二手车经纪；二手车鉴定评

估；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代驾

服务；汽车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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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7,332.76 万元，负债总 5,803.57

万元，资产净额 1,529.19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4,382.29 万元，净利润

-451.69万元。 

（二）本公司对被担保人持股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 控股股东 持股比例 

1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 96.34% 

2 上海百联沪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100% 

3 上海百联沪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100% 

4 上海百联沪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100% 

5 上海百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100% 

6 上海协通百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50% 

7 上海百联凯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35% 

8 上海百联荣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35% 

三、银行融资担保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将根据各担保对象实际融资需求，分批次与银行签订担保协议。

公司最终实际担保金额不超过总担保额度。 

2、2022年担保额度计划 

（1）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融资银行 

2022年度额度 

（人民币） 
担保方式 

本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

贸易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1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2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协通百联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金 

融有限责任公司 
2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合计   5000万元  

（2）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的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融资银行 
2022年度额度 

（人民币） 
担保方式 

本公司 上海百联沪东汽车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17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沪东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1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 
上海百联沪北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6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 
上海百合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3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百合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1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 
上海百联沪通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16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沪通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1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凯晨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金 

融有限责任公司 
3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荣泽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2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 

合计   50000万元  

上述融资担保额度授权董事长签署，期限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方均为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且上 

述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担保风险可控。独立董事薛士勇和金小野、王怀芳发表独

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系正常的商业行为，公司对外担保的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3,461.23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27%。 

特此公告。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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