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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2-088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计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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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主要内容：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及

其控股的子（分）公司将向参股的自营商场项目公司、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

司以及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新增提供财务

资助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39 亿元，利率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四倍，具体资助期限以公司与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2、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

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提供借款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本次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3、风险提示：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可能出现接受财务资助的对象无法按

期、足额偿还财务资助本金的风险，公司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资金的安全性，

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为了支持公司自身的业务经营、合营联营家居商场以及开业委管商场经营所

需，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分）公司将向参股的自营商场项目公司、联营合营家居

商场项目公司以及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分）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情况下，计划在未来 12个月内新增提供财务资助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39亿

元。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上述财务资助系根据 2022 年 10 月 21 日生效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规定所作的预计，待后续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正式生效，并替代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相关规

定，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都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预计新增财务资助情况 

（一）财务资助对象及额度 

资助主体 资助类型 具体被资助对象 
计划资助额

度（亿元） 
资金使用费 资助期限 

公司或其

控股子

（分）公

司 

参股的自营商

场项目公司 

宁波凯创置业有限公司 1.80 

利率不超过

合同成立时

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

率四倍 

以签订的相

关合同为准 

西安佳和兴家居有限责任

公司 
1.30 

联营合营家居

商场项目公司 

上海名艺商业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 

0.29 

芜湖明辉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深圳红星美凯龙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广州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

广场有限公司 

开业委管商场

合作方 
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 2.00 

合计 5.39 

 

1、向参股的自营商场项目公司提供借款 

该类型借款的债务人为公司自营商场拟合作项目的合作方或合资项目公司。

根据该等项目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通常由项目的合作方负责提供土地、公司提

供项目建设相关的资金。于建设前期，公司通过借款形式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向合

作方或项目公司提供所约定的资金投入，并在后续转为对项目公司的投资款或股

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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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司提供借款 

该类型借款的债务人为公司合营联营的家居商场项目公司，相关借款系项目

公司各股东根据约定按各自持股比例所借出、用于项目公司建设及经营的款项。 

3、向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提供借款 

该类型借款的债务人为公司已开业的委管商场项目合作方。对于委管项目，

通常商户缴纳的租金、押金等款项由委管项目管理公司收取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一

定的沉淀资金。部分委管商场项目合作方可能因其资金需求需提前预支商户的租

金/押金。 

接受财务资助的对象为参股的自营商场项目公司、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

司以及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均与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下的关联关系；上述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下的关联关系。该等对象须经过严格的资质审核，

经公司内部评估经营诚信状况优良，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情形，具备偿还能力且

有一定规模，才能成为公司财务资助对象。财务资助额度将参考合作项目的规模、

商场整体运营情况与资金状况、财务资助对象自身资信状况、与公司的合作关系

等因素确定。 

（二）财务资助有效期和授权 

本次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根据实际财务资助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 

 

二、 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为参股的自营商场项目公司 

1、宁波凯创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宁波凯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凯创”） 

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MA2GWQ9C6P 

法定代表人：朱启龙 

成立日期：2020 年 01月 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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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都路 159号 425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室内装饰装修；（以上不包含

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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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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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凯创股东情况：宁波凯创是上海凯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凯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凯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9.5% 

2 宁波甬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0.5% 

3 上海红星美凯龙实业有限公司 10% 

注：上海红星美凯龙实业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宁波凯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涉及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

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宁波凯创资产总额 426,901.93 万元，负债总额

429,725.87万元，净资产-2,823.9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00.66%。2021年，其

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1,142.09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宁波凯创资产总额 388,975.73 万元，负债总额

391,934.45万元，净资产-2,958.7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00.76%。2022年 1月

-6月，其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556.49万元。 

截至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9,656.77 万元，不

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西安佳和兴家居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西安佳和兴家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佳和兴”） 

社会信用代码：91610113MA6TYXX85H 

法定代表人：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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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6 年 10月 20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家堡村西沣路 56 号陕西佳鑫伟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售楼部二楼 206室 

经营范围：家具、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销售；家具市场、

建材市场的开发及经营；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仅限自有房

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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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佳和兴股东情况：西安佳和兴是西安红星佳鑫家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西安红星佳鑫家居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陕西佳鑫伟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81% 

2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西安佳和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涉及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

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西安佳和兴资产总额 97,668.00 万元，负债总额

88,501.91万元，净资产 9,166.0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0.62%。2021 年，其营

业收入 2,220.09万元，净利润-758.62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西安佳和兴资产总额 100,507.31 万元，负债总额

91,597.88万元，净资产 8,909.4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1.14%。2022 年 1月-6

月，其营业收入 2,028.03 万元，净利润-256.67 万元。 

截至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42,926.49 万元，不

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为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司 

1、上海名艺商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名艺商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名艺”） 

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7684090886H 

法定代表人：张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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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9 年 02月 17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 1208号 407室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投资管理及咨询（除股权投资及股权

投资管理）（除经纪），商务信息（除经纪）；批发：家具，建材，装饰材料，五

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

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日用百货，陶瓷制品，针纺织品，工艺美

术品（除文物），家居饰品，布艺，办公设备，计算机配件及软件（除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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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名艺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2 安吉明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40% 

3 安吉五星投资有限公司 10% 

上海名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涉及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

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名艺资产总额 33,314.03 万元，负债总额

31,953.74 万元，净资产 1,360.2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5.92%。2021 年，其营

业收入 0元，净利润 32.98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海名艺资产总额 35,302.96 万元，负债总额

33,969.87万元，净资产 1,333.0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6.22%。2022 年 1月-6

月，其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24.28万元。 

截至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17,876.00 万元，不

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芜湖明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芜湖明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明辉”） 

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686862392K 

https://www.qcc.com/firm/3e58467ded8f3c96dc2904abec9e1cdd.html
https://www.qcc.com/firm/281d3689bbd52a37197d7e68836cf1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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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戚志平 

成立日期：2009 年 03月 19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芜湖市鸠江区天门山东路 58 号(建材馆) 

经营范围：商业管理；家具、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械产品、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计算机及计算机软件、办公用

品、工艺礼品销售及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场地租赁，柜台出租，展位出租，物业管理（凭资质证

经营）。 

芜湖明辉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名艺商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80% 

2 上海红星美凯龙实业有限公司 8% 

3 浙江华康家具有限公司 7% 

4 安吉县中圣投资有限公司 5% 

注：上海名艺商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0%的合营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实业有限公司是公

司全资子公司。 

 

芜湖明辉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涉及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

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芜湖明辉资产总额 37,822.51 万元，负债总额

52,913.25万元，净资产-15,090.7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39.90%。2021年，其

营业收入 8,956.67 万元，净利润 1,311.13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芜湖明辉资产总额 36,985.00 万元，负债总额

50,659.94万元，净资产-13,674.9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36.97%。2022年 1月

-6月，其营业收入 4,910.10万元，净利润 1,415.79万元。 

截至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2,784.00 万元，不

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https://www.qcc.com/firm/b263b61aa7ecefbfe41e96ec43344a4b.html
https://www.qcc.com/firm/816802294851aee03b2c5dcfaf14721b.html
https://www.qcc.com/firm/c58f1ee1e2e2dcc73723731781f970b6.html
https://www.qcc.com/firm/b263b61aa7ecefbfe41e96ec43344a4b.html
https://www.qcc.com/firm/816802294851aee03b2c5dcfaf14721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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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圳红星美凯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红星美凯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红星美凯

龙”） 

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88WH88 

法定代表人：薛兴斌 

成立日期：2018 年 07月 25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东角头社区招商东路海境界家园二期 D座

7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家具、建材、家居用品、日用百货的购销批发；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商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从事广告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

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为家居市场提供管理服务（凭消防安全检查合

格证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停车场管理。 

深圳红星美凯龙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 

2 深圳市信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40% 

深圳红星美凯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涉及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深圳红星美凯龙资产总额 55,829.69 万元，负债

总额 56,875.64 万元，净资产-1,045.9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01.87%。2021年，

其营业收入 82.55万元，净利润-1,564.55 万元。 

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深圳红星美凯龙资产总额 59,329.27万元，负债总

额 63,262.62 万元，净资产-3,933.3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06.63%。2022 年 1

月-6月，其营业收入 1,163.51万元，净利润-2,887.41万元。 

截至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2,640.00 万元，不

https://www.qcc.com/firm/3e58467ded8f3c96dc2904abec9e1cdd.html
https://www.qcc.com/firm/25760fe7814f2eec4682058f29e4f3d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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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4、广州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州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红星美

凯龙”）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1GJ914 

法定代表人：符世贺 

成立日期：2019 年 11月 12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 180 号 201室 

经营范围：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市场经营管理、摊位出租；物业管理；

家具批发；家具零售；建材、装饰材料批发；金属装饰材料零售；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零售；日用杂品综合零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纺织品及针织品零

售；计算机批发；软件批发；办公设备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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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红星美凯龙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州红星美凯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50% 

2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注：广州红星美凯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广州红星美凯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涉及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广州红星美凯龙资产总额 7,899.78万元，负债总

额 6,134.03 万元，净资产 1,765.7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7.65%。2021 年，其

营业收入 252.76万元，净利润-451.71万元。 

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广州红星美凯龙资产总额 34,438.27万元，负债总

额 33,209.90 万元，净资产 1,228.3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6.43%。2022年 1月

-6月，其营业收入 2,422.23万元，净利润-537.38万元。 

https://www.qcc.com/firm/98b1ab47724f3d16d9fd66bf595e5331.html
https://www.qcc.com/firm/b82336dc42334b481ad87a4220efaba6.html
https://www.qcc.com/firm/98b1ab47724f3d16d9fd66bf595e53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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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500.00 万元，不存

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被资助对象为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 

公司委管商场合作方数量众多，无法预计具体的对象及金额；公司预计提供

财务资助总额为 2.00 亿元。截至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全部开业委管商

场合作方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2.42 亿元，对于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

情形的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公司不会向其追加提供财务资助。 

 

三、 风险及控制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接受方对本次财务资助的偿还能力将主要取决于项目商场建

设进展、项目商场运营收入等，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商场的建设运营情况，评估

风险变化。 

同时，公司已制定《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健全提供财务资助的内部控

制，明确了提供财务资助的审批权限、审批程序、经办部门及其职责等事项。 

公司将在全面分析被资助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

信用状况的基础上，对被资助对象的履约能力做出审慎判断。 

资金安全方面，公司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资金的安全性。风险防范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被资助对象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第三方就财务资助事项提供担保。 

财务资助款项逾期未收回的，公司不得向同一对象追加提供财务资助。 

对于逾期未收回的金额，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依照相关借款协议，由专人及时跟进，加强对被资助方的监督和催

促力度，视情况采取合法措施催收款项，最大限度完成回款计划以维护公司利益。 

2、如有必要，针对多次催要仍不能及时回款的，公司将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四、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财务资助主要面向参股的自营商场项目公司、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

司以及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该等财务资助将满足公司和/或对应商场项目的资

金需求、加深公司与相关方的业务合作关系，有助于公司业务经营及拓展，符合

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相关财务资助将在确保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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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将会对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

力、信用状况、第三方担保及履约能力情况等进行评估，对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

履约能力做出审慎判断，并对其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资金的安全性，本次预计

提供财务资助事项风险可控。公司本次预计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人民币 5.39 亿

元，对应财务资助将约定合理的资金使用费，且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本次预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

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预计提供财务资助将约定合理的资金使用费，且是在确

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是符合相关规定的，

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将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及保障措施，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

《关于公司预计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关于公司预计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预计对外财务资助

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内部审核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要求。公司对应财务资助将约定合理的

资金使用费，且已确认相关对外财务资助将在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实施，并建立相关风险控制措施以避免出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基于

此，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无异议，并提请公司持续关注财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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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对象的偿债能力及财务资助收回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定认真、及时履行相关审

议程序及/或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本次预计接受财务资助的对象中存在最近一期财务报表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的情形，因此，本次预计财务资助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