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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1-066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苏州峻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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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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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4%，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苏州峻熙置地有限公司（简称“苏州峻熙”）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苏州春风南岸项目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峻熙向杭州工商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杭州信托”）借款 60,000 万元，期限 24 个月。公司全资子

公司苏州裕全置地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苏州峻熙 100%股权，公司为有关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60,000 万元。 

2、为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南建筑”）提供担保

事宜 

为了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昱贸易有限公司以 20,000 万元

向爱保理南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称“爱保理”）转让其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南建筑应收账款 21,460 万元，期限 12 个月。公司为中南建筑有关还款责任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21,460 万元。 

3、合肥晟南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晟南”）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晟南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庐阳支行（简称“建行庐阳支行”）申请租赁住房借款 11,000 万元，期限

264 个月。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11,000 万元。 

4、为杭州锦府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杭州锦府”）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杭州棠玥湾项目发展，公司持股 70%的杭州锦府发行 20,000 万元

债务融资工具，期限 6 个月。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本金金额

20,000 万元。 

5、为太仓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太仓锦盛”）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持股 56.25%的太仓锦盛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简称“浙商银行苏州分行”）借款 40,000 万元，期限 36 个月。公司

持股 56.25%的太仓锦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太仓锦盛 100%股权，

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44,000 万元。 

6、为南通海门中南新锦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中南新锦信”）提

供担保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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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海门中南世纪城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海

门世纪城”）向独立第三方新余瀚宇碧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瀚宇资产”）

转让其持有的中南新锦信 55,000 亿应收账款，期限 15 个月。海门世纪城质押其

持有的中南新锦信 100%股权，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55,000 万元。 

7、为瑞安景畅置业有限公司（简称“瑞安景畅”）提供反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瑞安紫云集项目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瑞安景畅向独立第三方温州

市金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金茂担保”）申请开具 100 万元商业履约保函，

期限 12 个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温州锦藤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温州锦藤”）为

有关保函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 100 万元。 

8、为杭州德全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杭州德全”）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持股 50%的杭州德全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简称“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借款 38,000 万元，期限 36 个月。公司持股

50%的杭州锦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杭州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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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 万元。 

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宝昱等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有关情况详见 2020 年 11 月 18 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权

益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 
可使用担

保  额度

审议情况 

是否

关联

担保 

已担保 

金额 

（万元） 

可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 

金额 

(万元) 

占公司最近

一期股东权

益比例 

已担保 

金额 

（万元） 

可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苏州峻熙 100% 98.80% 0 

3,541,005
注1 

60,000 2.80% 60,000 

3,384,545
注1 

 2020 年第

八次临时

股东大会 

否 

中南建筑 100% 85.69% 346,044 21,460 1.00% 367,504 

合肥晟南 100% 71.45% 0 11,000 0.51% 11,000 

杭州锦府 70% 100.11% 0 20,000 0.93% 20,000 

太仓锦盛 56.25% - 0 44,000 2.05% 44,000 

中南新锦信 100% 67.95% 0 
2,236,672

注2  
55,000 2.57% 55,000 

2,181,572
注 2  

瑞安景畅 100% 38.37% 0 100 0.00% 100 

杭州德全 50% 39.94% 0 30,000 19,000 0.89% 19,000 11,000 

合计 346,044 5,807,677 230,560  10.75% 576,604  5,577,117  - - 

注1：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注2：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苏州峻熙置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16 日 

注册地点：苏州高新区鸿禧路 148 号 2 幢创业大厦 25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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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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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经审计） 

214,759.43  215,203.67  -444.24  0  -592.00  -444.24  

2020 年 9 月 
（未经审计） 

288,310.87  284,842.10  3,468.77  0  -1,459.29  -1,086.99  

 

2、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10 月 8 日 

注册地点：海门市常乐镇 

法定代表人：胡红卫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普通货运服务(危险品除外);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

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从事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特级);建筑工程设计(建筑行业甲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证经营);防雷工程设

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建筑设备租赁、维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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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经审计） 

5,579,010.40 4,560,282.95 1,018,727.45 2,217,749.99 66,269.99 45,185.30 

2020 年 9 月 
（未经审计） 

7,450,308.68  6,383,946.74  1,066,361.94  1,562,428.96  42,051.86  32,614.93  

 

3、合肥晟南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21 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方兴大道与云飞路交口东北角中南樾府售楼

部一楼 

法定代表人：鞠文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材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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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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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经审计） 

317,652.53  217,484.89  100,167.64  58.65  -4,312.42  -3,208.15  

2020 年 9 月 
（未经审计） 

343,659.75  245,535.56  98,124.18  78.36  -2,082.24  -2,043.45  

 

4、杭州锦府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环站东路 97 号云峰大厦 1 号楼 1308 室 

法定代表人：王凯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房地产咨询；住房租赁；

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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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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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经审计） 

477,674.68  476,330.59  1,344.09  0  -874.54 -655.91  

2020 年 9 月 
（未经审计） 

666,401.92  667,145.34  -743.42  0  -2,811.33  -2,087.51  

 

5、太仓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11 月 3 日 

注册地点：苏州市太仓市浏河镇康庄公寓 1-1 幢 111 室 

法定代表人：王列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物业服

务评估；房地产咨询；土石方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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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6、南通海门中南新锦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9 日 

注册地点：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上海路 899 号 

法定代表人：周平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日用百货销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房

地产经纪；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装饰装修材料、家具、家用电器、家用燃气用具及零件批发、零售；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施工；停车场服务。 

股东情况：海门世纪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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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经审计） 

279,096.05  279,705.08  -609.03  0  -346.40  -290.14  

2020 年 9 月 
（未经审计） 

 134,457.82   91,404.71   43,053.11  206,430.46   58,799.16   43,662.14  

 

7、瑞安景畅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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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20 年 2 月 16 日 

注册地点：温州市瑞安市莘塍街道镇府路下村村综合办公大楼三楼 301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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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0 年 9 月 
（未经审计） 

51,634.60  19,811.24  31,823.36  0  -476.64  -476.64  

 

8、杭州德全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28 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洋溪街道江景路 1 号 709-2 室 

法定代表人：杜盛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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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0 年 9 月 
（未经审计） 

19,794.58 7,905.38 11,889.19 0 -4.31 -4.31 

 

四、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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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苏州峻熙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杭州信托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杭州信托签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金额 60,000 万元。 

（3）保证范围：有关借款合同项下，苏州峻熙应向杭州信托偿还或支付的

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补偿款、违约金、赔偿款等款项，应履行的相关

债务，以及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杭州信托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的费用，如处

置费用、税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送达费、公告

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为签订或履行

有关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而发生的所有其他应付款项。 

（4）保证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为中南建筑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方：公司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出具《担保承诺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金额 21,460 万元。 

（3）保证范围：有关支付确认函项下的债务金额、以及违约金、手续费、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诉讼费用、律师费、公证费用、执行

费用、鉴定费用、保管费用、评估费用、拍卖费用、差旅费用）和其他应付款项。 

（4）保证期限：有关支付确认函项下约定的付款到期日之日起两年。 

3、为合肥晟南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建行庐阳支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建行庐阳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 11,000 万元。 

（3）保证范围：有关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

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

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合肥晟南应向建行庐阳支行支付的其他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建行庐阳支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

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建行庐阳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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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保证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4、为杭州锦府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杭州锦府、顺岭（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杭州锦府与顺岭（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担保协议》，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 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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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范围：杭州锦府应收账款资产全体认购人或权益持有人持有杭州

锦府应收账款资产的投资本金及至实际偿付或溢价回购日的包括但不限于所有

应付预期收益、利息、违约金、服务费、承销费、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全部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保全担保或保险费、提存费、鉴证费、过户费、各

项税费、公告费、执行费、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用）和其他依据法律规定应

由担保人支付的费用。 

（4）保证期限：认购人或权益持有人持有杭州锦府应收账款资产存续期的

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为太仓锦盛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浙商银行苏州分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浙商银行苏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 44,000 万元。 

（3）保证范围：有关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浙商银行苏州分行实现债权

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4）保证期限：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为中南新锦信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方：公司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出具《保证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

55,000 万元。 

（3）保证范围：有关借款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项下中南新锦信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借款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服务费、违约

金和瀚宇资产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

律师费用、差旅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用、保险费用、评估费用、拍卖费用、

保管费用、鉴定费用、送达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抵押资产处置费用等）

以及其它所有中南新锦信的应付费用。 

（4）保证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为瑞安景畅提供反担保事宜 

（1）反担保方：温州锦藤 

（2）反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出具《反担保书》，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

100 万元。 

（3）反担保范围：金茂担保支付给受益人的全部金额（包括但不限于本金、

利息、赔偿金、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等）；金茂担保实现债权的一切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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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申请第三方提供诉讼保全担保所支付的费用

等。 



 9 

（4）反担保期限：自金茂担保履行担保责任之日起 24 个月。 

8、为杭州德全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签署《保证合同》，按股权

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 19,000 万元。 

（3）保证范围：有关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4）保证期限：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向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或反担保，是基于上述公司发展需要，目前

上述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强，担保和反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对于为非全资

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采取要求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或反

担保等措施控制公司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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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有关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6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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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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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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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6%；逾期担保金额为 0 元，涉及诉讼的担保

金额为 0 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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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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