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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1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代为开具保函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8 年 10 月 9 日，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代为开具保函并提供担保的

议案》，为合理使用公司授信额度，节约财务费用、降低风险，加强资金管理，

同意公司在其有效的授信额度范围及期限内，代下属 12 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开立保函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人：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惠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等 12家公司全资子公司；具体被担

保人及最高担保额度如下： 

（1）惠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4,200 万元； 

（2）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2,300 万元； 

（3）珠海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900 万元； 

（4）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13,400 万元； 

（5）浙江天虹百货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600 万元； 

（6）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10,300万元 

（7）长沙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5,100 万元； 

（8）厦门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4,900 万元； 

（9）福州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2,600 万元； 

（10）北京天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900万元； 

（11）北京时尚天虹百货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900万元； 



 2 

（12）成都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  

3、担保内容及方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代为开具保函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6,600万元。 

5、担保期限：以实际开立保函时与银行签署的协议有效期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担

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惠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4月29日 

注册地址：惠州市麦地路 60号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报纸、期报、图书、音像制品零售；保健

食品零售，卷烟零售，食盐零售，销售：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皮具

箱包、床上用品、针纺织品、计算机、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眼镜、家具、玩具、化妆品、电子产品、软件、汽车用品、数码产品、金

银珠宝首饰、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机械设备、医疗器械、建筑材料、化

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初级农副产品，鞋、电器、钟表维修，改缝裤脚，

电子商务，儿童游乐场经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户外广告须审

批经营），展览展示服务，文化艺术活动策划，车辆停放服务（以上项目均由分

支机构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国内贸易，柜台租赁，物业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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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惠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36,301.63万元，负债总额为26,618.82万元，净资产为9,682.82万元；2017年惠

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70,734.24万元，利润总额为

3,572.71万元，净利润2,679.92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惠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2,550.5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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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负债总额为21,166.72万元，净资产为11,383.82万元；2018年上半年惠州市

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36,278.42万元，利润总额为2,267.79万元，

净利润1,701.00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9月09日 

注册地址：东莞市莞城区东纵路 111号中银广场一楼东南角 2号铺（仅限办

公）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物业租赁；以下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销售：日用百货、针纺

织品、服装鞋帽、化妆品、家具、皮具箱包、床上用品、仪器仪表、玩具、办公

用品、眼镜、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及其配件、通讯器材及其配件、工

艺美术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汽车用品、金银珠宝首饰、健身器材、软件制

品、收藏品（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应取得许可的项目除外）、建筑及装饰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含现场制售）、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酒类、保健食品、国产音像制品、国内版书报刊（凭有效许

可证经营）；收购及销售初级农产品（不含收购粮油）；修理：鞋、电器钟表、

照相机，改缝服装。（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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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60,648.97万元，负债总额为18,919.20万元，净资产为41,729.77万元；2017年

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54,499.83万元，利润总额为

2,069.13万元，净利润1,755.06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57,979.33万

元，负债总额为14,974.50万元，净资产为43,004.83万元；2018年上半年东莞市

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8,040.54万元，利润总额为1,275.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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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1,275.06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珠海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4月08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明珠南路 1101号负一层至五层 A区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农副产品、家用电器

和电子产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金、家具、

玩具、工艺美术品等商品的批发、零售及相关配套服务；鞋、包、钟表、通讯器

材、化妆品、金银珠宝首饰零售（国家专控的商品除外）；物业出租。 许可经

营项目：食品、食盐、饮料、保健食品零售；酒类零售。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散装食品（含熟食、不含酒精饮料）；快餐制售、

粥、粉、面制售；小吃制售；（含：凉菜，不含：生食海产品、裱花蛋糕）（以

工商部门最终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珠海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3,389.70万元，负债总额为4,503.74万元，净资产为-1,114.04万元；2017年珠

海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10,674.02万元，利润总额为

-1,219.71万元，净利润-1,219.71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珠海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201.00万元，

负债总额为4,989.61万元，净资产为-1,788.61万元；2018年上半年珠海市天虹

商场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5,949.88万元，利润总额为-674.57万元，净利润

-674.5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5月13日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雅路 3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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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制

售中西餐、湿点心、咖啡、裱花蛋糕、卤菜、粮油制品、面包；零售保健食品、

酒类、肉制品、果蔬、水产品、小包装碘盐、软性角膜接触镜及护理用液、图书

和音像制品。零售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化妆品、日用杂品、家具、

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子产品、计算机及相关配件及软件、通讯器材、仪器仪

表、建筑材料、装潢材料、工艺美术品、玩具、办公用品、文体用品、黄金饰品、

珠宝饰品、眼镜，一、二类医疗器械。验光配镜。鞋、电器钟表、照相机修理。

家政服务、清洗服务、摄影服务、停车场管理、室内儿童游乐设施经营（不含电

动电子游乐设施）；商场内场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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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3,630.13万元，负债总额为33,100.36万元，净资产为10,529.77万元；2017年

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85,784.32万元，利润总额为

2,533.30万元，净利润113.92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41,436.64万元，

负债总额为29,395.01万元，净资产为12,041.63万元；2018年上半年苏州天虹商

场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53,215.69万元，利润总额为1,511.86万元，净利润

1,511.86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5、浙江天虹百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5月06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新塘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盐零售，书刊、音像制品的零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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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许可证》），商场（凭卫生许可证经营），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

化妆品、家具、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建筑及装潢材料、电子产品及电子计算机、

通讯器材、仪器仪表、钟表、工艺美术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机械设

备、隐形眼镜及护理液、农副产品（不含食品）、金银珠宝首饰、食用农产品的

销售，鞋、家用电器、钟表、照相机的修理，自有场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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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浙江天虹百货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9,615.39万元，负债总额为30,208.57万元，净资产为-20,593.19万元；2017年

浙江天虹百货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25,315.02万元，利润总额为43.86

万元，净利润793.88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浙江天虹百货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6,547.68万元，

负债总额为18,812.87万元，净资产为-12,265.20万元；2018年上半年浙江天虹

百货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4,617.88万元，利润总额为459.40万元，净利润

459.40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6、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6月14日 

注册地址：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路 318号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国内贸易；商标服务、软件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餐饮服务；（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机动车停车服务、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预包装食品、散装直接入口食品、散装非直接入口食品、冷

冻（藏）食品糕点的加工；场地租赁；儿童室内游戏娱乐服务、美容服务、美发

服务、健身服务；物业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大型活动

组织服务；营养品和保健品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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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78,859.97万元，负债总额为68,324.64万元，净资产为10,535.33万元；2017年

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184,358.05万元，利润总额为

8,613.16万元，净利润6,484.4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78,793.02万

元，负债总额为65,003.01万元，净资产为13,790.00万元；2018年上半年南昌市

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87,041.68万元，利润总额为4,261.02万元，

净利润3,542.68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7、长沙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月31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 368号 BOBO天下城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二类

医疗器械、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贵金属制品、花

卉作物、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糕点、面包、果品及蔬菜、禽、蛋及水产品、

豆制品、国产酒类、进口酒类、非酒精饮料及茶叶、瓶（罐）装饮用水、食盐、

调味品、粮油、食品添加剂的零售；其他肉类零售（猪、牛、羊肉除外）；食品

制售（包括冷饮、热饮、爆米花及其他小食）；保健食品、农产品的销售；农产

品配送；快餐服务；其他居民服务业；洗染服务；钟表维修服务；修锁、配钥匙

服务；照相机维修服务；家用电器维修；鞋和皮革修理；歌舞团娱乐活动；儿童

室内游戏；室内手工制作娱乐服务；场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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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长沙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0,132.50万元，负债总额为41,846.42万元，净资产为-1,713.92万元；2017年

长沙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85,748.76万元，利润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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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35万元，净利润-947.7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长沙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0,846.53万

元，负债总额为22,299.45万元，净资产为8,547.08万元；2018年上半年长沙市

天虹百货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9,371.32万元，利润总额为-235.02万元，净

利润-235.02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8、厦门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4月22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西路 9号大西洋海景城 A座 10楼 C、D单元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205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百货零售；超级市场零售；其他综合零售；粮油类预包装食品零

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粮油类散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面包

类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面包类散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

冻食品）；保健食品零售；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酒、饮料及茶叶类散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其

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零售；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

未列明散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图书、报刊零售；音像制品零售；电

子出版物零售；快餐服务（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

小吃服务（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其他未列明

餐饮业（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

(上述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钟表、眼镜零售；箱、包零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

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弩）；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家

用视听设备零售；日用家电设备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鞋和皮革修理；家庭服务；洗染服务；其他未列明居

民服务业；其他未列明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摄影扩印服务；提

供小型儿童游乐设备服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娱乐业（不含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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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审批的项目）；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收购农副产

品（不含粮食与种子）；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厦门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96,773.27万元，负债总额为89,004.94万元，净资产为7,768.32万元；2017年厦

门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155,505.10万元，利润总额为

-1,257.67万元，净利润-1,267.19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厦门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77,618.43万

元，负债总额为65,088.43万元，净资产为12,530.00万元；2018年上半年厦门市

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51,095.35万元，利润总额为677.47万元，净

利润677.4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9、福州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7月12日 

注册地址：福州市台江区上海街道西环中路 691号万象商业广场地下 1层 01

商场、1层 29-35商场、1.5层 01商场、2层 12商场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零售：食品、饮料、烟草制品、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文化、体

育用品及器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家具、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制

售主食、热菜、熟食卤味、馒头、包子、豆浆；快餐服务，小吃服务，其他饮料

及冷饮服务；收购农副产品（不含粮食、种子、鲜茧）；鞋、电器、钟表、照相

机的修理；柜台出租；提供小型儿童游乐服务。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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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福州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1,798.66万元，负债总额为15,497.47万元，净资产为-3,698.81万元；2017年

福州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55,678.10万元，利润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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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52万元，净利润-1,140.8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福州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3,721.05万

元，负债总额为17,384.85万元，净资产为-3,663.81万元；2018年上半年福州市

天虹百货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6,525.35万元，利润总额为35万元，净利润

35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0、北京天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7月18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168号地下一层至地上二层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零售保健食品、图书、音像制品；销售食品；餐饮服务（限现场

制售包子、烙饼、切面、面包（含裱花蛋糕）、炸丸子）；企业管理；销售针纺

织品、服装鞋帽、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日用品、家具、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除外）、电子产品、机械

设备、建筑材料、工艺品、玩具、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卫生间用品、厨房用品、

花、草及观赏性植物、珠宝首饰、钟表眼镜、避孕套、避孕帽、医疗器械Ⅰ类、

鲜蛋；修理家用电器、钟表、照相机；出租商业用房；摄影扩印服务。（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北京天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0,840.15万元，负债总额为31,397.24万元，净资产为-20,557.08万元；2017

年北京天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68,824.62万元，利润总额为

930.07万元，净利润554.53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北京天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7,8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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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负债总额为21,055.83万元，净资产为6,827.46万元；2018年上半年北京

天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9,495.18万元，利润总额为587.03万元，

净利润587.03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1、北京时尚天虹百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3月25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北里 58号楼地下一层到地上三层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经营保健食品（食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3月02日）；销

售食品；出版物零售；销售日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化妆品、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建材、工艺品、玩具、文具用

品、体育用品、厨房及卫生间用具、花卉、珠宝首饰、避孕器具、Ⅰ类医疗器械；

企业管理；修理家用电器、钟表、照相机；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出租商业用

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北京时尚天虹百货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009.22万元，负债总额为24,177.72万元，净资产为-20,168.51万元；2017年

北京时尚天虹百货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25,988.41万元，利润总额为

-1,083.92万元，净利润-1,083.92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北京时尚天虹百货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5,429.14万

元，负债总额为25,177.40万元，净资产为-19,748.26万元；2018年上半年北京

时尚天虹百货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8,836.82万元，利润总额为420.25万元，

净利润420.25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2、成都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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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2年4月01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 51号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销售：日用百货、化妆品、纺织品、服装、保健用品（不含食品）、

农副产品（不含粮油、棉麻、生丝、蚕茧）、医疗器械（一类及二类无需许可项

目）、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建材及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机械设备、五金、家具、家居家杂用品、玩具、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不含文物）、金银珠宝、钟表、乐器、鲜花；房屋经纪；零售食盐；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餐饮服务、

健身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儿童室内娱乐服务、家政服务、居民生活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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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成都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3,133.28万元，负债总额为22,393.83万元，净资产为-19,260.55万元；2017年

成都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15,671.38万元，利润总额为

-1,212.15万元，净利润-1,212.15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成都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578.44万元，

负债总额为21,799.58万元，净资产为-19,221.15万元；2018年上半年成都市天

虹百货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7,907.43万元，利润总额为68.07万元，净利润

68.0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拟签署的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与相关

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性支出需要，同意公司在其有效的授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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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及期限内，代下属 12 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保函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6,600 万元，担保期限以实际开立保函时与银行

签署的协议有效期为准。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为全资子公

司代为开具保函并提供担保事项所涉及的签署协议等一切事宜。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此外，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

响。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公司对外担保情况：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 20

亿元。其中，公司对购买南昌九州天虹广场项目商品房的按揭贷款客户担保额度

为 10亿元，公司对购买苏州相城天虹项目商品房的按揭贷款客户担保额度为 10

亿元。 

2、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情况：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

度为 3.5亿元。其中，公司对苏州天虹担保额度为 3.2亿元，公司对香港供应链

公司担保额度为 0.3亿元。 

3、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

0。 

4、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共计 23.5亿元，

占公司 2017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9.02%。此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九日 


	2018年10月9日，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代为开具保函并提供担保的议案》，为合理使用公司授信额度，节约财务费用、降低风险，加强资金管理，同意公司在其有效的授信额度范围及期限内，代下属12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保函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主要内容如下：
	（1）惠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4,200万元；
	（2）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2,300万元；
	（3）珠海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900万元；
	（4）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13,400万元；
	（5）浙江天虹百货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600万元；
	（6）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10,300万元
	（7）长沙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5,100万元；
	（8）厦门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4,900万元；
	（9）福州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2,600万元；
	（12）成都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