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2021-132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支持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
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如下：
（1）公司为广东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苏宁易购”）向金融机构
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 48,000 万元的担保，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
资产的比例为 0.62%。
（2）公司为陕西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苏宁易购”）向金融机构
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 20,000 万元的担保，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
资产的比例为 0.26%。
（3）公司为云南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苏宁易购”）向金融机构
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 12,800 万元的担保，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
资产的比例为 0.17%。
（4）公司为天津天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天宁苏宁易购”）向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 10,000 万元的担保，
该笔担保
额度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0.13%。
（5）公司为甘肃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苏宁易购”）向金融机构
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 7,000 万元的担保，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的比例为 0.09%。
2、2021 年 9 月 1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本次
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担保相关事宜。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广东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 年 1 月 8 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617431943R
公司住所：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 46 号二层
法定代表人：严春永
注册资本：42183.3266 万元
经营范围：珠宝首饰批发;食用农产品批发;电子烟雾化器（非烟草制品、不含烟草
成分）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文具用品批发;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服装服饰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家居用品销售;汽车装饰用
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鞋帽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自行车
及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助
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钟表
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金银制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图
书出租;报纸出租;期刊出租;电子出版物出租;音像制品出租;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租赁;汽车旧车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电器零
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电器修理;电器辅件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
备安装服务;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二手日用百货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乐器零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化妆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
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鞋帽零售;针纺织品销售;玩具销售;文化用品设备出租;个人卫生
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办公用品销售;自
行车及零配件零售;电动自行车维修;自行车修理;电动自行车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金属材料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
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零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
务;柜台、摊位出租;住房租赁;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会议及展览服务;装卸搬运;包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

代理;停车场服务;游乐园服务;摄影扩印服务;文具用品零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
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酒类经营;音像制品复制;音
像制品制作;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广东苏宁易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49,351.78 万元，
净资产 122,306.55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704,314.12 万元，净利润-44.08 万元。截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362,324.99 万元，净资产 115,822.62 万元，2021 年上半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114,713.25 万元，净利润-6,389.98 万元。
广东苏宁易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名称：陕西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9 月 25 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197834055
公司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凤城九路海荣名城二期 A5 商业裙房 4 层 5-104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程峰
注册资本：21039.1768 万元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讯产品及配件的连锁销售和服务；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助力车、汽车及配件、机电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
化工产品（易制毒、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
、包装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文化
用品、化妆品、卫生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金银饰品、乐器、纪念品、保健用品、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水产品、冷鲜肉类、农副产品、
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医疗器械Ⅱ类、车载设备、智能家居、穿戴设备、机油、润滑油
的销售；卷烟、雪茄烟的零售；农产品加工及销售；智能卡的销售与技术服务；废旧物
资的回收与销售；图书、音像制品的零售；纺织制成品、鞋帽、钟表、乐器、塑料制品、
橡胶制品、服装、服饰及其配件、箱包皮具、眼镜、珠宝首饰、装饰用品、办公用品、
宠物用品及食品、家具的销售；零售酒类商品（不含散装酒）；电子产品的研制、生产；
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系统集成；微型计算机及配件、软件的销售、安装与维修；
制冷空调设备、天然气设备、家用电器的安装、维修；信息化系统方案设计及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旅游信息的咨询；企业策划；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与代理；会议服务；

代订酒店；仓储装卸服务(危险品除外)；展厅、展俱、场地及房屋的租赁；柜台出租；
国内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代理；代理电信业务；货物运输代
理；汽车清洗，汽车及配件的安装与维修；汽车保养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延保服务；餐饮服务；
飞机销售与租赁；摄影、文印服务；劳务派遣；物流数据采集、处理、管理及咨询服务；
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流方案设计；住宿服务；健身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酒店管理；
票务代理、旧家电维修；电梯、扶梯销售及售后维修服务；门窗销售。
（上述经营范围
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
陕西苏宁易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55,138.64 万元，
净资产 97,942.51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23,516.17 万元，净利润-560.12 万元。截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164,325.95 万元，净资产 93,944.41 万元，2021 年上半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75,654.77 万元，净利润-5,875.49 万元。
陕西苏宁易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名称：云南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11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26682839442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东风西路 256 号富春大厦 1-4 层
法定代表人：彭文松
注册资本：3451.025 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汽车维修；商务信息咨
询；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家用电器、制冷设备的安装及维修；
旧家电的回收；企业管理；企业营销策划及形象设计；国内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
理及发布；承办会议及商品的展览展示活动；物业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货运代理；
票务代理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通用仓储；摄影服务；移动电信服务；企业管理信
息咨询；健康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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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南苏宁易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9,695.92 万元，
净资产 34,229.85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7,932.41 万元，净利润-777.58 万元。截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56,075.83 万元，净资产 32,885.92 万元，2021 年上半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41,875.97 万元，净利润-1,345.72 万元。

云南苏宁易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名称：天津天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11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668825360P
公司住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北端嘉利大厦 1-601
法定代表人：吴俊
注册资本：14854.901 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和零售业；自有房屋租赁；广告业务；制冷空调、家用电器的安装
维修；通讯器材、计算机、数码产品维修；汽车修理与维护；计算机软件开发、系统集
成；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电信业务市场销售、技术服务；废
旧家用电器回收；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旅游信息咨询、会议服务、票务代理、
包装服务、装卸搬运服务、货运代理、智能卡技术服务、餐饮服务；其他印刷品印制；
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摄像服务；以下限分支经营：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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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天宁苏宁易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2,673.56
万元，净资产 58,247.57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9,180.32 万元，净利润-7.02 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105,485.99 万元，净资产 56,678.60 万元，2021 年上半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84,832.82 万元，净利润-1,575.17 万元。
天津天宁苏宁易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名称：甘肃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3 月 9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767739601T
公司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215 号金运大厦 1-5 层
法定代表人：陈昌海
注册资本：6339.4588 万元
经营范围：农产品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快餐化食品、成品
或半成品销售；音像制品的零售；图书、报刊的零售（以上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白酒、
啤酒、果露酒、家用电器、摄像器材、日用品、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讯器材（旧）

家电回收、家电配件、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汽车、自行车、摩托车、助力车、电动车、
汽车配件、用品的销售；五金交电、文化用品、日用百货、工艺礼品、金银饰品、金银
制品、珠宝；建筑材料、家居用品家具销售、仪器仪表、机电产品（低压电器）、电工
电气材料、电梯的销售；电子烟的零售；卷烟、雪茄烟的零售；母婴用品、纺织品、计
生用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售；儿童用品的研发与销售；儿童室内游戏
娱乐服务游戏、设备租凭服务；飞机销售与租凭；权益卡销售、虚拟产品的销售；货物
运输代理服务、商务代理、家政服务、电子商务、信息服务业务、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
务、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信息化系统方案设计、咨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化、企业管理
旅游信息咨询服务；国内各类广告设计、制作、代理；代收水电费业务；智能卡销售和
技术服务；仓储装卸服务（不含危险品）；包装服务；代订酒店；计算机服务（不含互
联网上网服务）
；公共软件服务；制冷设备、家用电器安装维修；场地、柜台租赁；会
展服务；企业策划、设计；经济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金融类业务）；汽车的安装与维修、
汽车保养服务；摄影服务，文印服务；医疗器械 II 类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
甘肃苏宁易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0,956.87 万元，
净资产 15,863.75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73,586.42 万元，净利润 54.49 万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31,102.05 万元，净资产 14,817.05 万元，2021 年上半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24,915.84 万元，净利润-1,055.21 万元。
甘肃苏宁易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
括但是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承
诺费、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损失等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因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等一
切费用。本次担保对象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拥有较强履
约能力。公司提供担保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制度规范要求。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解除的担保，公司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1,196,408.00 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42,523.00 万元，公司对上海苏宁金融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为 205,637.45 万元，上述对外担保合计占公司 2020 年度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18.80%。
公司审议通过子公司对公司与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融资业务以及合同履约等提
供最高额为 1,50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97,118.25 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
余额为 42,523.00 万元，公司对上海苏宁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05,637.45 万元，上述对外担保合计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8.40%。
公司子公司对公司综合授信、融资业务以及合同履约提供担保余额 1,245,037.95 万
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