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38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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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 2016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形式包括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担保等） 

 担保及被担保对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计划的资金需求，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6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

请融资额度的议案》及《关于 2016 年申请金融机构融资额度内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上述议案将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2016 年金融机构

融资额度内融资提供担保事宜。 

1、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担保对象  担保额度(万元)  

上海天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  

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0,000  

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000  

武汉瑞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73,000  

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     7,000  



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000  

西藏东和贸易有限公司    40,000  

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重庆成方益丰实业有限公司     5,000  

南京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武汉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5,000  

苏州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0,000  

重庆长川置业有限公司    40,000  

上海威斯莱克酒店公寓有限公司    50,000  

合计   1,160,000 

 

上述子公司情况介绍 

1、上海天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惠南镇双店路518号1805室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24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锐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潢材料、五金交电、水暖器材

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24,823.08万元，所有者权益3,560.99

万元，净利润-1,438.93万元。 

2、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小科甲巷1号1-2幢15层16层 

成立时间：2009年10月30日 

注册资本：14,411.39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技术进出口（以上项目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和限制的项目除外）。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41,508.35 万元，所有者权益 16,612.02

万元，净利润-294.47 万元。 



3、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199 号正联大厦 21 楼 

成立时间：1999年9月15日 

注册资本：54,38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永席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按资质证书核定期限经营）。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257,670.01 万元，所有者权益

112,278.31 万元，营业收入 98,766.33 万元，净利润-17,302.03 万元。 

 4、武汉瑞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 年 12 月 25 日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栗庙路9号 

    法定代表人：何永劼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开发和商品房销售等。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53,314.19万元，所有者权益34,640.71万

元，营业收入78,069.53万元，净利润15,923.17万元。 

  5、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金马新村（幸运城） 

成立时间：2003年10月30日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技术进出口。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52,113.64 万元，所有者权益 59,059.42

万元，营业收入 26,435.74 万元，净利润-3,894.71 万元。 

   6、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永席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原路127号 

    成立日期：2009年7月2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652,910.20万元，所有者权益

302,435.52万元，营业收入174,132.77万元，净利润65,617.40万元。 

   7、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岸区长电路 8 号 

    成立时间：2008 年 07 月 04 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世彤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制造、销售运钞车、特种车及零部件（按国家行业主管

部门批准的车型组织生产、销售），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经营期限从事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上述运钞车、特种车及仪器仪表、零配件的售后服务；生产及销

售垃圾处理设备；销售汽车（不含九座及九座以下的乘用车）；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网络设施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

系统集成及相关信息服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

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29,300.07万元，所有者权益 58,159.14

万元，营业收入 119,899.33 万元，净利润 1,779.87 万元。 

    8、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 8 号 

成立时间：2006 年 08 月 16 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鲁川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限本企业自产产品）消防车、专用车（含

相关零部件）一般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去口，机械设备租赁，仓储服



务。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5,942.42 万元，所有者权益 7,290.93

万元，营业收入 25,877.99 万元，净利润 491.64 万元。 

    9、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白鹤路 108 号附 8 号 

成立时间：2009 年 10 月 20 日 

注册资本：1,250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志刚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从事建筑相关业务；销售装饰材料、建筑材料等。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6,661.77 万元，所有者权益 1,683.55

万元，营业收入 14,753.71 万元，净利润 821.20 万元。 

    10、西藏东和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01月18日 

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注册地：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光新城B6-1-301 

法定代表人：潘志刚 

公司经营范围：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苗木、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计

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施的销售；贸易进出口。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2,883.79万元，所有者权益12,547.67

万元，营业收入67,594.74万元，净利润1,249.79元。 

11、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年5月19日 

注册资本：33,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北碚区蔡家岗镇蔡家正街159号  

法定代表人：杨永席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按资质证书核定期限经营）；计算机软硬



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和发射设备）

的开发；批发、零售普通机械、电器机械、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2,501.35万元，所有者权益29,385.67

万元，净利润-1,528.11万元。 

12、重庆成方益丰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雪松路7号附60号 

成立时间：2014年04月15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志刚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销售：机电产品、旅游产品、日用百货、矿产品、电子

产品及通讯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化工原料及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汽

车零部件，摩托车及零部件，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品），橡胶制品，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房地产投资、矿产品加工、房屋租赁（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营）。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8,731.55万元，所有者权益5,363.52万

元，营业收入27,480.20万元，净利润266.57万元。 

 

13、南京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之南京新地中心2楼212房（电梯编号

楼层512房）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谱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投资咨询、营销策划；商品房销售

及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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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1,239.11万元，所有者权益4,998.70万



元，净利润-1.30万元。 

 

14、武汉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洪山区书城路维佳创意大厦门13层1302室 

成立时间：2016年1月28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永劼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15、苏州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2016年4月18日取得工商核名通知书。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16、重庆长川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87号-1层至-1夹层商业 

成立时间：2013年6月19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俞尾银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33,042.68万元，所有者权益46,283.66

万元，净利润-2,130.44万元。 

 

17、上海威斯莱克酒店公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3217号 

成立时间：1998年12月17日 

注册资本：7,438万元 

法定代表人：耿旻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酒店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健身服务、会务服务、停车

场（库）经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6,188.91万元，所有者权益3,250.84万

元，净利润-37.37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中，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被担保对象包括：上海天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武汉瑞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绿泰园林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西藏东和贸易有限公司、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成方益丰实业有限公司、南京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长川置业有限

公司、上海威斯莱克酒店公寓有限公司 

  

累计担保情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合计

500,448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81.44% ，无逾期对外担保。 

（二）子公司为母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 

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形式的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5亿元。 

被担保方情况介绍：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8号 

成立时间：1997年10月9日 

注册资本：2,345,861,984元 

法定代表人：向志鹏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按资质证书核定期限经营）；制造、销售

运钞车、特种车及零部件（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车型组织生产、销售），

上述汽车售后服务；销售汽车（不含九座及以下乘用车）；经营本企业自产的机



电产品出口业务（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本企业生产、科研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

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网络设施的技术开发及

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相关信息服务（除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项目外）。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677,143.54 万元，所有者权益

614,490.32 万元，营业收入 773,12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50.41

万元。 

    累计担保情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合计

56,970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9.27 % 。无

其他对外担保余额，无逾期对外担保。 

（三）子公司融资相互提供担保额度 

子公司相互之间拟为其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形

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形式的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75亿元。 

上述（一）、（二）、（三）项额度仅为最高担保额度（担保形式包括但不

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该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该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日。经以往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且在执

行中的相关担保待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日起可延用，但需按该次议案中额

度等要求执行。 

三、担保协议情况 

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该额度将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在

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有新增或变更的除外。

在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根据担保情况在额度范围内调

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相关文件。前述融资及担保尚需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

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目的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对该等公司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该等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



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层的授权是考虑到公司及所

属子公司融资及经营需求而作出的。公司对该等公司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力有充

分的了解，该等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

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担保额度均为上市公司体系内的担保行为，是考虑公

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

体发展战略。公司对该等公司经营状况、资信及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该

等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

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为联营企业担保也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我们认为公司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此一致同意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