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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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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控股” ）共计持有本公司469,

144,518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35.01%，此次办理解除质押后，已质押股份为118,

840,000股；

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接本公司控股股东宋都控股通知，其将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票办理了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购回，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被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宋都控股

本次解质股份（股） 136,16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9.0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16

解质时间 2020/5/21

持股数量（股） 469,144,518

持股比例（%） 35.0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18,84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5.3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87

截至目前，本次解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如宋都控股未来进行股份质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大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都控股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宋 都

控股

469,144,518 35.01 255,000,000 118,840,000 25.33 8.87 0 0 0 0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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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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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控股”或“控股股东” ）。

● 本次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共计39,450万元，宋都控股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建午先生均就本次担

保事项签订了《反担保合同》，以信用保证担保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2.5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6.54%，其中对

宋都控股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7.3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0.40%。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

的情形。

● 过去12个月与宋都控股进行的交易： 过去12个月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累计发生额35.10亿元，

公司为宋都控股提供担保累计发生额33.44亿元，宋都控股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均对上述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除上述反担保外，宋都控股向公司提供担保累计发生额为11.65亿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控股股东宋都控股融资需要，近日宋都控股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

“民生杭分” ）签订了2笔融资配套协议，融资金额共计39,45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宋都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集团” 或“出质人” ）与民生杭分签订了《质押合同》，以定期存单质押形式为

前述主债权项下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共计39,450万元。

2019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提报的《关于预计新增相互担保计划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方为宋都控股方

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9亿元，宋都控股方为公司方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50亿元。双方在总

额度范围内可以一次或分次使用对方提供的担保额度。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担保事

宜。 授权有效期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具体详见公司临2019-010、临2019-017及临2019-023号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采荷嘉业大厦3幢201室

法定代表人：俞建午

注册资本：3,6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97614164X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批发、零售：建材，金属材料；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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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670,109.94 4,098,500.25

总负债 2,304,685.90 3,715,540.91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6,119.72 134,797.49

净利润 21,982.17 -20,610.52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股占比为公司总股本的35.01%，系公司关联法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存单质押担保

2、担保情况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主债权本金金额（万元） 质押合同签订日 被担保方履行债务的期限

1 宋都集团 宋都控股 17,550 2020/5/21 2020/5/21-2023/5/6

2 宋都集团 宋都控股 21,900 2020/5/22 2020/5/22-2023/5/7

小计 39,450

四、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实施互保以来，双方合作情况良好，从未发生过逾期借款和逾期担保的情

形，亦没有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2、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无发生逾期担保的情形，且上述关联交易有相对应的反担保措施，同意

该担保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提交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预计新增相互担保计划属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该项担保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同时担保风险可控，有相应的反担保措施。同意该担保

事项。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相互担保行为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宋都控股方与公司相互提供担保能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

有助于公司实现投资经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将积极加强与股东方的沟通，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另

外，公司还将通过其他措施以有效规避风险和保障公司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2.5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6.54%，其中对宋

都控股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7.3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0.40%。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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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非公开发行

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

2020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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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债权登记日：2020年5月29日

● 债券付息日：2020年6月1日（原付息日2020年5月30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2020年6月1日）

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20年6月1

日开始支付自2019年5月30日至2020年5月29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

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9宋都01

3、债券代码：151258

4、发行人：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人民币8亿元

6、债券期限：3年期（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票面利率：8.50%。

8、计息期限及付息日：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2019年5月30日至2022年5月29日止。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9年5月30日至2021年5月29日； 本期债券付息日未计息期限的每年5月

30日（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9年5月30日至2020年5月29日。

2、票面利率及付息金额：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8.50%，每手本期债券面值为1000元，派发

利息为85元（含税）。

3、债权登记日：2020年5月29日。截至该日收市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

本年度利息。

4、债券付息日：2020年6月1日。

三、付息办法

（一）本公司将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

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期债券

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四、关于本期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本期债券募

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

规定，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

门缴付。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

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

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

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五、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 发行人：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富春路789号宋都大厦506室

联系人：郑羲亮、王嘉婧

联系电话：0571-86759621

2、 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

联系人：陈大庆

联系电话：0571-87903133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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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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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5月22日下午在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祥

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第一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0名，代表股份2,647,092,2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4％，其

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名， 代表股份2,445,801,2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249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3名，代表股份201,291,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93％。现

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73名， 代表股份205,519,6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6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

建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39,103,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2％；反对7,127,807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3％；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530,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27％；反对7,127,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2％；弃权

86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1％。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39,012,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8％；反对7,218,507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7％；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439,8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0686％；反对7,218,5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23％；弃权

86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1％。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39,113,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6％；反对7,043,107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1％；弃权93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4％。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540,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76％；反对7,043,1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70％；弃权

93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4％。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经审计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39,118,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8％；反对7,112,807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7％；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545,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00％；反对7,112,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09％；弃权

86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1％。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39,124,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0％；反对7,106,807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5％；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551,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29％；反对7,106,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80％；弃权

86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1％。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送4.80元现金股息（含税）。2019年

度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087,118,648.48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下年。

2、本年度不实施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2,622,870,1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50％；反对24,218,896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49％；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7,5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8.2142％；反对24,218,8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842％；弃权

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39,767,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3％；反对7,122,807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1％；弃权20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194,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58％；反对7,122,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58％；弃权

20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0,617,7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76％；反对10,627,243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5％；弃权5,847,3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9,045,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9840％；反对10,627,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09％；弃权

5,847,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5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成都天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相关事宜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92,977,6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312％；反对14,700,12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14％；弃权20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3％。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0,617,2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89％；反对14,700,1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27％；弃权

20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荣盛兴城（唐山）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2,189,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70％；反对14,700,12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3％；弃权20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0,617,2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89％；反对14,700,1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27％；弃权

20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企业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

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815,5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3％；反对6,999,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弃权1,27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242,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728％；反对6,99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56％；弃权1,

2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6％。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企业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513,5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9％；反对7,301,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8％；弃权1,27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6,940,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8258％；反对7,30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26％；弃权1,

2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6％。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890,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2％；反对6,924,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6％；弃权1,27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317,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0091％；反对6,92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93％；弃权1,

2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6％。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852,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对7,133,807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5％；弃权1,1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279,4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906％；反对7,133,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11％；弃权1,

1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986,6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8％；反对6,999,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弃权1,1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414,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0560％；反对6,99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56％；弃权1,

1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持有的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请“全流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980,6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6％；反对7,005,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6％；弃权1,1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408,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0531％；反对7,00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85％；弃权1,

1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383％。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戴琼、黄育华、齐凌峰所作的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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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

广州汉国恒生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

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

元。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

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3.67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广州市汉国恒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汉国恒生” ）接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

银行广州分行” ）提供10亿元融资，期限不超4年，作为担保条件：广州汉国恒生75%股权提供质押，公司为

本次交易提供49%的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广州汉国恒生提供4.9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按照实

际担保责任监督使用该笔融资，广州汉国恒生另一股东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置

业” ）为本次交易提供51%连带责任担保，广州汉国恒生为公司提供反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

担保中涉及的相关主体、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协议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

限等以合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

具体详见公告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根据2020年度担保计划及已实施的调剂事项，公司为广州汉国恒生

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1亿元，使用0元，从参股子公司启东光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计划担保8亿额度

中调剂3.9亿元额度至广州汉国恒生。经本次调剂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广州汉国恒生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

为4.9亿元。本次担保实施后，其剩余可使用的额度为0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亿元）：

2020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入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20年3月31

日资产负债

率

2020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

调整额度）

本次调入

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广州市汉国恒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39% 1 3.9 4.9 0 4.9 0

2020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出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20年3月31

日资产负债

率

2020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

调整额度）

本次调出担

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担

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启东光勋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58.70% 8 3.9 4.1 0 0 4.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广州市汉国恒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8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22,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张平；

（五）注册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88号六楼C部位；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业；

（七）股东情况：公司持有4.9%股权的港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5%股权，广州市恒生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其25%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71,974.80 878,761.47

负债总额 343,384.80 442,851.06

长期借款 0 0

流动负债 343,384.8 442,851.06

净资产 428,590.00 435,910.41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6.11 0

净利润 -747.10 1.30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序

号

所属

公司

成交（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1

广州市汉国恒生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3

穗国用（2005）

第10017号

天河区东

莞庄地段

56,070

3.33 30%

住宅

2

广州市汉国恒生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穗国用（2004）

第10039号

天河区东

莞庄市无

线电模具

厂内

39,312 住宅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3.67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广州汉国恒生接受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供10亿元融资，期限不超4

年，作为担保条件：广州汉国恒生75%股权提供质押，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49%的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

广州汉国恒生提供4.9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按照实际担保责任监督使用该笔融资，广州汉国恒生

另一股东当代置业为本次交易提供51%连带责任担保，广州汉国恒生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以各方签署合同/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

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的各股东同比例对其提供担

保或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系正常履行股东义务，且被担保人为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

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广州汉国恒生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广

州汉国恒生75%股权提供质押，公司按照49%比例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广州汉国恒生

提供4.9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按照实际担保责任监督使用该笔融资，广州汉国恒生另一股东当代

置业为本次交易提供51%连带责任担保，广州汉国恒生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综上，本次公司对以广州汉国恒生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广州汉国恒生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为其融资提供连带担保，有助于增强该

公司的资金配套能力，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该项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广州汉

国恒生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

担保金额为824.76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

生担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

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20-127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嘉兴荣阳置业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

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

元。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

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持有5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嘉兴荣阳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兴荣阳置业” ）接受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嘉兴分行” ）提

供12亿元融资，期限不超3年，作为担保条件：嘉兴荣阳置业以其持有的土地作为抵押，公司持有50%股权的

子公司嘉兴钇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钇和置业” ）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按照50%比例为本次

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嘉兴荣阳置业提供6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嘉兴荣阳置业为公司提

供反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相关主体、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协议为

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

限等以合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

具体详见公告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根据2020年度担保计划及已实施的调剂事项，公司为嘉兴荣阳置业

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1亿元，使用0元，从参股子公司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计划担保31.15

亿额度中调剂5亿元额度至嘉兴荣阳置业。经本次调剂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嘉兴荣阳置业提供的计划担

保额度为6亿元。本次担保实施后，其剩余可使用的额度为0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亿元）：

2020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入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20年3月31

日资产负债

率

2020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

调整额度）

本次调入

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嘉兴荣阳置业有限

公司

33.89% 1 5 6 0 6 0

2020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出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20年3月31

日资产负债

率

2020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

调整额度）

本次调出担

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担

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福州融锦欣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90.45% 31.15 5 26.15 0 0 26.1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嘉兴荣阳置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1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陈寅；

（五）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广益路819号550室；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七） 股东情况： 嘉兴钇和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臻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50%股权，嘉兴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嘉兴荣阳置业系本公司持有50%权益的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192.03 146,967.01

负债总额 96,192.03 49,804.09

长期借款 0 0

流动负债 96,192.03 49,804.09

净资产 0 97,162.92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29.11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所属

公司

成交

（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

面积

（平方

米）

容

积

率

绿

地

率

土地

用途

嘉兴荣阳置

业有限公司

14.22

浙（2020）嘉南不动产

权第0002239号

嘉兴市南湖新区，东至南江路、南至合作桥港、

西至庆丰路、北至长水路

91,

790.81

2.2

30

%

宅用

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50%权益的嘉兴荣阳置业接受招商银行嘉兴分行提供12亿元融资，期限不超3年，作为担保条

件：嘉兴荣阳置业以其持有的土地作为抵押，公司持有50%股权的子公司嘉兴钇和置业100%股权提供质押，

公司按照50%比例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嘉兴荣阳置业提供6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嘉兴荣阳置业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以各方签署合同/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

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的各股东同比例对其提供担

保或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系正常履行股东义务，且被担保人为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

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嘉兴荣阳置业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嘉

兴荣阳置业以其持有的土地作为抵押，公司持有50%股权的子公司嘉兴钇和置业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

按照50%比例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嘉兴荣阳置业提供6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嘉兴

荣阳置业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综上，本次公司对以嘉兴荣阳置业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嘉兴荣阳置业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为其融资提供连带担保，有助于增强该

公司的资金配套能力，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该项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嘉兴荣

阳置业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

担保金额为824.76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

生担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

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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