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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上海物贸       证券代码：A股 600822      编号：临 2020－005 

        物贸 B股                 B股 900927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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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 

 本次担保额度总计为人民币49,0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13,541.57万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因经营业务需要，2020年度本公司对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比例96.34%）及其所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担保

额度总计为人民币49,000万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经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

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共计 6家，主要情况如下： 

1、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山北路 2907 号 5 楼 

法定代表人：宁斌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含小轿车）及零配件，摩托车和零部件，轮胎。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凡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经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4,368.79万元，负债总额 18,118.74

万元，净资产 26,250.05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5,261.62 万元，净利润 9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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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上海百联沪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闸北区共和新路 3550 号 10 幢三层 

法定代表人：宁斌 

经营范围：主要业务为汽车销售、售后服务，上海大众品牌汽车销售，汽车

配件、摩托车配件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

辆维修）等经营。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经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3,677.92万元，负债总额 20,830.10

万元，净资产 2,847.82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18,970.88  万元，净利润 130.80

万元。  

3、上海百联沪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共和新路 3550 号 9 号楼 3 楼 

法定代表人：宁斌 

经营范围：主要业务为汽车销售、售后服务。汽车（含小汽车），摩托车， 

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汽车用品（销售），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等经营。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1,163.93 万元，负债总额 9,965.45 

万元，净资产 1,198.48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73,684.10 万元，净利润 41.99

万元。  

 4、上海百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南六公路 1189 号 

法定代表人：许钢 

经营范围：汽车及零配件、摩托车及零部件、轮胎及汽车用品的销售，机动

车维修，二手车经销，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汽车租赁，商务信息咨询。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879.63 万元，负债总额 4,067.94

万元，净资产 1,811.69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4,559.12 万元，净利润 -3.62

万元。  

5、上海百联沪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共和新路 3200 号 6 幢 

法定代表人：宁斌 

经营范围：上海通用品牌汽车销售；摩托车、汽摩配件、金属材料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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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经审计，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19,624.83万元，负债总额 12,877.24

万元，净资产 6,747.59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12,676.23 万元，净利润     

681.40 万元。 

6、上海协通百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共和新路 3200 号 2 号楼 

法定代表人：戴红运 

经营范围：非乘运车、摩托车、汽摩配件、金属材料的销售、汽车装潢服 

务，商务信息咨询。（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未评定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1,945.75 万元，负债总 7,457.16

万元，净资产 4,488.59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48,285.85 万元，净利润 1,964.98

万元。 

（二）本公司对被担保人持股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 控股股东 持股比例 

1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 96.34% 

2 上海百联沪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100% 

3 上海百联沪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100% 

4 上海百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100% 

5 上海百联沪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100% 

6 上海协通百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50% 

三、银行融资担保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将根据各担保对象实际融资需求，分批次与银行签订担保协议。

公司最终实际担保金额不超过总担保额度。  

2、2020年担保额度计划 

被担保单位 融资银行 2020年度额度 担保类型 

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4,000万元人民币 承担连带责任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2,000万元人民币 承担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2,000万元人民币 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百联沪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浦发银行黄浦支行 8,000万元人民币 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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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6,000万元人民币 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百联沪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黄浦支行 6,000万元人民币 承担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6,000万元人民币 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百联沪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黄浦支行 5,000万元人民币 承担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5,000万元人民币 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百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3,000万元人民币 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协通百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上海通用汽车金融有

限责任公司（注 1） 
2,000万元人民币 承担连带责任 

合计 人民币 49,000万元人民币 

注 1：担保方为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上述融资担保额度授权董事长签署，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期限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方均为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且上

述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担保风险可控。独立董事刘凤元、袁敏和薛士勇发表独立

意见，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系正常的商业行为，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3,541.57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18%。 

特此公告。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