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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8  证券简称：光明地产  公告编号:临2023-009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 2022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 

调整部分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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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调整担保额度的依据 

（一）鉴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

“光明地产”、“上市公司”）2023年度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趋势，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担保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自律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

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

《关于印发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通知》（财会【2010】11 号）、《上海市

国有企业担保业务财务核算及内部控制工作指引》（沪国资委【2006】175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管

理制度》（光明食品财【2010】376 号）、《光明地产章程》、《光明地产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9 月 29日、

2022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百十一次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定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核定了 2022

年度由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主要用于新增借款及借新还

旧，担保额度定为人民币 180亿元，担保额度期限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鉴于审议光明地产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一般在每年

年中召开，为了有效衔接自然年度与股东大会之间的时间差异，在下一年审议

公司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未召开期间，发生的对外担保授权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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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 2022年度总额度内核准），具体内容详见分别于 2022 年 9 月 30日、2022

年 10 月 2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临 2022-033）、（临 2022-035）、（临 2022-045）。 

 

二、本次调整担保额度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拟在 2022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适度调整担保

人与被担保人之间的担保额度，调整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不变，调整

见表：                                            单位、币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 本次调整情况 

截至 2022年 9

月 30日被担

保人性质划分 

截至 2022年 9

月 30日被担保

人资产负债率

（%） 

上海光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 
0 

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0000万

元。 

本次调整减少额度人民币

20000万元。 

控股 54.97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湖北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20000 

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0万元。 

本次调整增加额度人民币

20000万元。 

控股 69.58 

（一）原为上海光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光明生活”）提供担

保，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本次调整减少额度人民币 20000万元，

调整后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0万元。 

（二）本次新增为控股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湖北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下

称“湖北置业”）提供担保，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0万元。本次调整增加额度

人民币 20000 万元，调整后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0000万元。 

截至目前，为光明生活与湖北置业担保，均不存在已发生超出调整后担保

额度情况。 

根据相关要求，在具体调整被担保人时，控股子公司仅可与控股子公司之

间作调整；合营、联营公司仅可与合营、联营公司之间作调整；被担保人均为

控股子公司的，可以在控股子公司内部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调剂发生时资产

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仅能从股东大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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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股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新增被担保人的，单体担保额度不得超过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若超出须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截至目前，光明生活和湖北置业均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截止 2023 年 2

月末，湖北置业资产负债率为 66.78%，截止 2022 年 10月末，光明生活资产负

债率为 69.65%，均符合上述各项要求。 

上述调整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之前有效。 

 

三、本次调整涉及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币种：人民币） 

1、名称：上海光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丽正路 1628 号 2 幢 3

层 313 室；法人代表：陈万钧；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一

般项目：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房地产经纪；家政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保洁、清洗、

消毒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餐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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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分支机构经营】；建

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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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9 月 30日，

总资产为 33733.42万元，负债总额为 18543.22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1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8524.97万元，净资产额为 15190.2 万元，营业收入为

6343.38万元，净利润为 52.78 万元，负债率为 54.97%。 

 

2、名称：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湖北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芦家墩 1 号；法人代表：周水祥；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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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不含餐饮与住宿）；装饰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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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9月 30 日，总资产为 77206.84

万元，负债总额为 53717.75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3717.75】万元，净资产额为 23489.09 万元，营业收入为 559.94 万元，净

利润为-292.53万元，负债率为 69.58%。 

 

四、本次担保调整经审议的程序情况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2 月 24日以电子邮件、电

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3月 3 日下午 13: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宏泽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会议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在 2022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调整部分担保人与被担

保人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独立董事履行审议程序 

本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公司法》、《证券法》、《担保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自律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2005】120号）、等文件精神，认真核查了公司本次在 2022 年度对外担保

总额范围内调整部分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担保额度的情况，并作出如下专项

独立意见： 

经我们查验，公司本次在 2022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对部分担保人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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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之间担保额度进行调整后，仍然确保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事项均是由

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调整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

不变，为上海光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与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湖北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担保，均不存在已发生超出调整后担保额度情况；在具体调整被担保人

时，控股子公司仅可与控股子公司之间作调整。截止 2023 年 2 月末，湖北置业

资产负债率为 66.78%，截止 2022 年 10月末，光明生活资产负债率为 69.65%，

均符合上述各项要求。公司本次在 2022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对部分担保人

与被担保人之间担保额度进行调整，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

符合公司 2023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公司在 2022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调整部分担保人与被担保

人之间担保额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

表示同意。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三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