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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项目贷款及提供担保基本情况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下属子公司重庆瑞重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瑞重”）、泰州得泽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得泽”）、长沙申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申通”）、

南宁申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申通”）、常熟得泽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

熟得泽”）（上述五家下属子公司以下合称“下属子公司”）因产能建设需要向银行申请项目贷

款不超过 181,500 万元，贷款用途为转运中心建设和自动化设备等方面投入，期限不超过 15年（最

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贷款额度及期限为准），并以其名下自有资产进行抵押担保。同时，公司同

意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有限”）为上述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贷款及担保上限额度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贷款金额（万元） 担保金额（万元） 

重庆瑞重 42,000.00  42,000.00  

泰州得泽 17,500.00  17,500.00  

长沙申通 56,000.00  56,000.00  

南宁申通 30,000.00  30,000.00  

常熟得泽 36,000.00  36,000.00  

合计 181,500.00  181,5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的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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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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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提供担保的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同时公司将申请授权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总经理或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二、项目贷款涉及的资产抵押情况 

根据项目贷款相关要求，下属子公司拟将部分资产（土地、房屋建筑）进行抵押，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不动产权证号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重庆瑞重 渝（2020）巴南区不动产权第 000245821 号 150,209.10 126,868.78 

泰州得泽 苏（2021）泰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38 号 59,682.00 55,962.64 

长沙申通 湘（2020）长沙市不动产权第 0229951 号 127,597.38 135,921.27 

南宁申通 桂（2021）南宁市不动产权第 0433551 号 139,767.78 112,922.75 

常熟得泽 尚在办理中 73,566.00 -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重庆瑞重快递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 年 10月 26日  

（2）注册地点：重庆市巴南区南彭公路物流基地环道东路 6号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13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国内快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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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

险品）；计算机信息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销售：纸制品、电子产品（不含

电子出版物），房屋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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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0年（经审计） 147,713,214.39 149,427,372.70 -1,714,158.31 

2021年（未经审计） 301,743,786.34 170,368,598.98 131,375,187.36 

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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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0年（经审计） 21,829,477.14 -1,919,531.24 -1,827,646.54 

2021年（未经审计） 46,497,442.64 3,606,108.60 3,089,345.67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

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泰州得泽物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 年 9月 17日  

（2）注册地点：泰州市海陵区运河路 89号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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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纸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专用设备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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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0年（未经审计） 3,249,941.11 3,250,000.00 -58.89 

2021年（未经审计） 42,874,066.31 43,429,752.70 -555,686.39 

经营情况： 

年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0年（未经审计） 0.00 -78.52 -58.89 

2021年（未经审计） 0.00 -617,350.81 -555,627.50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

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长沙申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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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日期：2020 年 5月 22日  

（2）注册地点：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侯照社区筹建委员会办公楼一楼 119房 

（3）法定代表人：郑杭懿 

（4）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供应链管理与服务；信息科技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汽车租赁；仓储管理服务；仓储咨询服务；

物流仓储平台运营；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建设；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软件技术转让；信息科技技术的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互联网信息技术咨询、科技技术咨询、科技技术服务、科技技术开发、科技技术转让；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信息科技技术咨询；机器人技术咨询；电子技术咨询；信息科技技术转让；智能化技

术转让；软件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咨询；物联网技术咨询；智能技术咨询、

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询；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商品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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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0年（经审计） 144,263,480.66 145,574,771.00 -1,311,290.34 

2021年（未经审计） 185,298,744.11 39,658,933.51 145,639,810.60 

经营情况： 

年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0年（经审计） 0.00 -1,748,387.12 -1,311,290.34 

2021年（未经审计） 0.00 -4,065,198.74 -3,048,899.06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

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南宁申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 年 9月 27日  

（2）注册地点：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松柏路 31号兴工标准厂房工业研发 3号楼 2层 2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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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物业管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汽车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装卸搬运；电子产品销售；纸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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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0年（未经审计） 81,885,953.76 82,209,688.00 -323,734.24 

2021年（未经审计） 192,708,919.12 94,441,389.79 98,267,529.33 

经营情况： 

年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0年（未经审计）  0.00 -431,645.66 -323,734.24 

2021年（未经审计） 0.00 -1,878,315.24 -1,408,736.43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

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常熟得泽物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1 年 1月 13 日 

（2）注册地点：常熟市东南街道黄浦江路 101号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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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纸制品销售；电子产品

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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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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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1（未经审计） 17,999,688.43 18,000,000.00 -311.57 

经营情况： 

年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1年（未经审计）  0.00 -346.19 -311.57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

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项目贷款及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就本次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资产抵押、担保事项尚未确定提供贷款的银行及签订相关协

议，具体条款内容由公司与银行协商确定，最终以正式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下属子公司以自身资产进行抵押申请银行贷款主要用于转运中心建设和自动化

设备等方面投入，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确保其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

且本次担保系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单位提供担保，该笔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

之内。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

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度为 19,663.00万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金额为 4,000.00万元，加上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

度总金额为 201,163.00 万元（含本次担保及对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2020年净资产的比例为

22.8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

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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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下属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及申通有限为其提供担保事项系为满足

下属子公司在转运中心建设和自动化设备等方面的投入，本次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广大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  

八、监事会对本次对外担保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以自有资产抵押、申通

有限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1、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