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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2-057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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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兰海亚龙

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

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

限公司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继续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

公司、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口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 12,000 万元、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

建材有限公司分别使用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分行的综合授信额度 32,350 万元、78,900 万元（期限 1 年）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

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

请的综合授信 5 亿元、5 亿元（期限 1 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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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的融资租赁业务 7,000 万元（期限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187,447.3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的 90.79%；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6,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 0.46%。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继续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

公司、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口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 12,000 万元、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

建材有限公司分别使用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分行的综合授信额度 32,350 万元、78,900 万元（期限 1 年）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

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

请的综合授信 5 亿元、5 亿元（期限 1 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

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的融资租赁业务 7,000 万元（期限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提供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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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澄迈县老城镇 

法定代表人：韩忠玲 

经营范围：餐饮、客房、娱乐、游泳馆、温泉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52.92%股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72,642,605.35 元，总负债为 705,054,190.71 元，净资产为 

-132,411,585.36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358,494.25 元，净利润 

-13,332,049.81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

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44,190,201.33 元，总负债为

593,529,268.99 元，净资产为-149,339,067.66 元，2022 年 1-9 月实现

营业收入 13,709,567.60 元，净利润-16,927,482.30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 

法定代表人：武装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旅游业、酒店业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 494,955,414.98 元，总负债为 171,258,338.94 元，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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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697,076.04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4,369,472.34 元，净利润 

-8,288,142.73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三

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17,626,568.68 元，总

负债为 206,229,904.78 元，净资产为 311,396,663.90 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9,504,441.71 元，净利润-12,300,412.14 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3、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 仇健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生活美容服务、中成药、中药饮片、化

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76.31%股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 5,221,111,065.22 元，总负债为 4,572,394,016.77 元，净资产为

648,717,048.45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12,167,890.60 元，净利

润 4,928,661.18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376,710,179.64 元，总负债

为 4,798,616,529.80 元，净资产为 578,093,649.84 元，2022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096,179,270.76 元，净利润-70,623,398.61 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4、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 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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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拌混凝土、混凝土构件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64.61%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33.69%股权、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持有其 1.70%股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692,726,180.31 元  ，总负债为  2,145,203,289.71 元  ，净资产为

547,522,890.60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37,822,013.94 元，净利

润 11,474,058.46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902,205,195.92 元，总负

债为 2,462,034,885.82 元，净资产为 440,170,310.10 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13,086,900.22 元，净利润-107,352,580.50 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5、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332,120,980.62 元，总负债为 5,009,813,318.94 元，净资产为

2,322,307,661.68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05,337,331.91 元，净

利润 327,544,294.17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625,609,558.11 元，总负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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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9,513,308.64 元，净资产为 2,256,096,249.47 元，2022 年 1-9 月实

现营业收入 1,107,489,090.90 元，净利润-66,211,412.21 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6、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230,390,600.18 元，总负债为 1,040,883,235.74 元，净资产为

1,189,507,364.44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834,278,612.08 元，净利

润-20,294,528.41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600,934,615.49 元，总负

债为 1,524,303,696.84 元，净资产为 1,076,630,918.65 元，2022 年 1-

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27,093,358.23 元，净利润-112,876,445.79 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担保金额 

（万元） 

2021年

末资产负

债率

（%） 

2022年 9

月末资产

负债率

（%） 

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52.92 12,000 123.12 133.62 

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

公司 
100 8,000 34.60 39.84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32,350 87.58 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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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100 78,900 79.67 84.83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50,000 68.33 65.95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50,000 46.67 58.61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7,000 46.67 58.61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

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187,447.3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的 90.79%；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6,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 0.46%。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五、备查文件 

公司 2022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