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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在授权范围内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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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迈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州卓辰置业有限公司、
无锡栖霞建设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无锡卓辰置业有
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提供担保的总授权额度不
超过 28 亿元人民币（具体额度见下表），担保授权（签署担保合同）
的时间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截止 2019 年 4 月 16 日，本公司实际为
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43 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因项目开发建设需要，本公司的部分全资子公司需不定期地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借款，并由本公司提供担保。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的发展，本公司授权董
事长，在不超过以下授权额度范围内，可以签署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协
议或办理其他有关手续，超出授权额度范围外的担保，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
行履行决策程序。本次授权截止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具体授权担保额度如下：
全资子公司名称

授权担保额度

南京迈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迈燕”）
苏州卓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卓辰”）
无锡栖霞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栖霞”）
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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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18 亿元
不超过 2 亿元
不超过 2 亿元
不超过 4 亿元

2019 年 4 月 16 日本公
司担保余额
0
1.55 亿元
0
0.88 亿元

无锡卓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卓辰”）
合计

不超过 2 亿元

0

不超过 28 亿元

2.43 亿元

截至 2019 年 4 月 16 日，本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7.13 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19.43%。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 年 4 月 1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在授权范围
内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该议案还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南京迈燕
无锡栖霞
无锡锡山
苏州卓辰
无锡卓辰

业务性质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主要产品或服务
商品房
商品房
商品房
商品房
商品房

注册资本
15,000,000
200,000,000
500,000,000
300,000,000
200,000,000

本公司拥有权益（％）
100
100
100
100
100

主要开发项目及服务
南京上城名苑、G53 地块
无锡瑜憬湾、无锡栖园
无锡东方天郡
苏州栖庭
无锡栖庭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1、2018 年前三季度的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南京迈燕

1,951,545,126.05

23,841,176.33

98.78%

104,761.90

-1,142,093.36

无锡栖霞

877,953,828.62

279,011,632.36

68.22%

223,686,876.84

46,623,396.48

无锡锡山

1,999,490,968.64

355,661,150.56

82.21%

202,119,801.91

35,424,429.54

苏州卓辰

439,448,191.21

252,074,764.52

42.64%

6,017,278.52

-12,402,429.44

无锡卓辰

650,287,235.34

203,564,991.65

68.70%

118,755,971.50

23,783,909.38

2、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审计）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南京迈燕

1,832,019,002.78

-145,545,509.51

无锡栖霞

874,465,053.43

无锡锡山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07.94%

104,761.90

-170,528,779.20

279,353,858.35

68.05%

298,864,205.32

46,965,622.47

2,170,389,252.12

394,763,436.23

81.81%

225,930,548.73

71,058,830.24

苏州卓辰

430,522,600.87

253,349,671.12

41.15%

8,559,450.93

-11,127,522.84

无锡卓辰

732,802,082.20

201,648,720.08

72.48%

133,864,484.95

21,867,6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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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2017 年 10 月 25 日，公司以 176,000 万元人民币竞得南京市 NO.2017G53 号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7 年 11 月 22 日，公司收到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批复，同
意该地块受让方由本公司变更为南京迈燕，原出让合同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转由南京迈
燕履行。
②被担保人的项目开发和销售情况详见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南京迈燕旗下的上城名苑项目的可售住宅产品已销售完毕，本年度发生零星
费用，未实现盈利；苏州卓辰可售开发产品较少，利息费用和投资性房地产摊销
金额较大，未实现盈利。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授权董事长，在不超过上述授权范围内，可以签署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借款担保的协议或办理其他有关手续，超出授权额度范围外的担保，本公司将根
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本次授权截止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此项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向银行及非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项目建设所需借款提供担保，且被担保方的资产质量较好，经营情况正常，信用
良好。苏州卓辰旗下的星叶生活广场出租率有望得到提高，公司资产质量良好；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竞得的南京市 NO.2017G53 号地块已立项在南京迈燕名下，
由其开发建设，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9 年 4 月 16 日，本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7.13 亿元人民币，占
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19.43%：其中：为控股股东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 1.8 亿元人民币，为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栖
霞建设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9 亿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为 2.43 亿元人民币，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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