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1-182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广西唐迪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余额 691.1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
权益的 240.80%，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广西唐迪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广西唐迪”）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南宁紫云印象项目发展，公司持股 51%的子公司广西唐迪向广西北
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宁支行借款 38,000 万元，期限 36 个月。公司按
持股比例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19,380 万元。
2、为西安中南嘉丰置业有限公司（简称“西安嘉丰”）及西安莱恒置业有
限公司（简称“西安莱恒”）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业务发展需要，独立第三方西安莱兴置业有限公司以 9,000 万元向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简称“东方资产”）转让其对公司全
资子公司西安嘉丰享有的 9,233.53 万元债权，独立第三方陕西铁建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 5,500 万元向东方资产转让其对公司持股 97.07%的子公司西安莱恒享有
的 5,535.32 万元债权，并进行重组，期限 24 个月，西安嘉丰及西安莱恒为重组
后的共同债务人。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杰宁置业有限公司抵押其持有的陕（2021）
长安区不动产权第 0012084 号土地使用权，公司为西安嘉丰及西安莱恒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14,768.85 万元。
3、为温州兆瓯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温州兆瓯”）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温州翰林九境项目发展，公司持股 17.34%的温州兆瓯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
280,000 万元，期限 36 个月。公司持股 17.34%的厦门兆隆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质押其持有的温州兆瓯 100%股权，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金额 48,552 万元。
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深圳宝昱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为余姚金捷等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有关情况详见 2020 年 10 月 30 日、
11 月 18 日和 2021 年 7 月 16 日、8 月 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
于为深圳宝昱等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和《关于为余姚金捷等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相关公告。
1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
被担保方
可使用
公司权 最近一期 已担保
可使用
担保 占公司最近
已担保
可使用
被担保方
担保额度
益比例 资产负债 金额
担保额度
金额
一期股东
金额
担保额度
审议情况
率
（万元） （万元）
(万元) 权益比例
（万元）
（万元）
注
79,880 1,760,392 注 1
广西唐迪
51% 30.73% 60,500 1,779,772 1
19,380
0.68%
2020 年第八次
西安嘉丰 100% 93.62%
0
0.51%
14,768.85 1,249,016.15 临时股东大会
注 2 14,768.85
1,263,785
注 2、注 3
西安莱恒 97.07% 101.21%
0
14,768.85
0.51%
14,768.85
2021 年第四次
温州兆瓯 17.34% 100.14%
0
108,800
48,552
1.69%
48,552
60,248
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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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0,500 3,152,357 97,469.7
3.40% 143,200.85
3,069,656.15
合计
注 1：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注 2：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注 3：为西安嘉丰及西安莱恒提供的担保针对同一事项，可使用担保额度不重复扣减；
注 4：为西安嘉丰及西安莱恒提供的担保针对同一事项，合计提供担保不重复计算。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广西唐迪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1 日
注册地点：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中国盘歌路 8 号大唐国际
中心 1 号楼 10 层 1006 号房
法定代表人：侯金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757.3001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房地产评估；房地
产经纪；房地产咨询；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柜台、摊位出租；
住房租赁；房屋拆迁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
售；建筑砌块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金属
配件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对外承包工程；土地整治服务。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580.34
144,958.97

负债总额
18,621.67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49,958.68

0

-55.10

-41.32

44,539.79 100,419.18

0

-304.32

-2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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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关联
担保

否

2、西安中南嘉丰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22 日
注册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锦业路 12 号迈科商业中心 15 层
法定代表人：韩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开发
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 100%股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709,179.67

664,528.37

44,651.30

0

45,123.04

44,728.43

698,345.60

653,819.97

44,525.63

0

-57.12

-125.67

3、西安莱恒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注册地点：西安曲江新区雁展路 1111 号莱安中心 T1 号楼 2602 室
法定代表人：韩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西安旭霖房地产开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员工按照房地
产业务跟投管理制度成立的投资主体，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335,916.68

340,054.50

-4,137.82

48.20

-5,196.91

-4,048.62

447,831.15

453,256.71

-5,425.56

11.83

-1,569.23

-1,5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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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温州兆瓯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2 月 9 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瓯海大道 995 号仁汇大厦九楼东北侧 A 区
法定代表人：陈伟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地
产咨询；房地产评估；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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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建
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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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2021 年 6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4,360.21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34,680.05

-319.83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0

-319.83

净利润
-319.83

四、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为广西唐迪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主要内容：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金额 19,380 万元。
（2）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 19,380 万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应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实
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评估费、
鉴定费、拍卖费、变卖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等）。
（3）担保期限：主债权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2、为西安嘉丰及西安莱恒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杰宁置业有限公司抵押其持有的
陕（2021）长安区不动产权第 0012084 号土地使用权，公司为有关交易提供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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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14,768.85 万元。持有西安莱恒 2.93%股权的其他股东西安
旭霖房地产开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担保范围：西安嘉丰及西安莱恒在有关债务重组合同项下应向东方资
产履行的所有义务；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其在有关债务重组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
而给东方资产造成的全部直接及间接损失；以及东方资产为实现有关担保协议项
下权利、或由于西安嘉丰及西安莱恒违反有关债务重组合同、或由于公司违反有
关担保协议而导致东方资产发生的所有费用、支出及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评估费、翻译费等。
（3）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为温州兆瓯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主要内容：公司持股 17.34%的厦门兆隆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质
押其持有的温州兆瓯 100%股权，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 48,552 万元。
（2）担保范围：有关贷款合同项下本金 48,552 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
息），有关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违约金、赔偿金、温州兆瓯应支付的
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3）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向有关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目前有关公司
经营正常，偿债能力强，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对于非全资公司的担保，公司将
通过要求有关公司的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或向公司提供反担保等方式，
保障公司权益。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691.11 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240.80%。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4.72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39.97%；逾期担保金额为 0 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
额为 0 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