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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2010-017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方

式为控股子公司－福建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苏宁”）、安徽苏宁

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苏宁”）、武汉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苏宁”向银行融资分别提供最高额度为 8,000 万元、10,500 万元、22,000 万

元的担保；为控股子公司-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苏宁”）向

银行融资再提供 14,000 万元的担保；为全资子公司-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苏宁”）向银行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 30,000 万元的担保。公司董

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相关事宜。关联董事金明先生作为香港苏宁电

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审议该议案时未行使表决权。 

另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南通苏宁电

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苏宁”）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2,200 万元的担保，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陕西苏宁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陕西苏宁”）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2,400 万元的担保,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佛山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佛山苏宁”）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8,000 万元的担保，由于南通苏宁、陕西苏宁、

佛山苏宁一直未向银行提出授信额度申请，为加强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管

理，故取消对南通苏宁、陕西苏宁、佛山苏宁的担保。 

综上，截至本报告日，扣除已取消以及已解除的担保，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可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139,400 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59%,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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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福建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400 万元 

注册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八一七中路 888 号金马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金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办公设备、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制冷设备及配件，

家用电器，电子计算机，通信设备及配件，摩托车的销售；制冷设备；家用电器

的安装、维修；展览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90%的股权，自然人蒋勇持有其 10%股权，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0 年 3月 31 日，福建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55,726.80 万元，负

债合计 34,916.41 万元，资产负债率 62.66%，所有者权益 20,810.39 万元。2010

年 1－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2,378.12 万元，净利润 768.07 万元。 

 

2、公司名称：安徽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 万元 

注册地址：合肥市宿州路 76号 

法定代表人：戴冯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百货、仪器仪表、电子计算

机及配件、普通机械、电子产品，空调配件销售；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及销售；

通信设备及配件、家电及配件销售、安装与维修；移动电话智能卡销售及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90%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其 10%的股权，安徽苏宁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0 年 3月 31 日，安徽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28,918.73 万元，负

债合计 14,198.14 万元，资产负债率 49.10%，所有者权益 14,720.59 万元。2010

年 1－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6,358.06 万元，净利润 535.6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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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名称：武汉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3,053 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 181 号 

法定代表人：赵蓓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摄像器材、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讯器

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装置）及配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

系统集成、销售；制冷设备、家用电器安装、维修、售后服务；场地出租；会展、

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以

下经营范围仅供分支机构经营：音像制品、公开发行的国内版图书报刊零售。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90%的股权，控股子公司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其 10%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0 年 3月 31 日，武汉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89,662.33 万元，负

债合计 49,243.23 万元，资产负债率 54.92%，所有者权益 40,419.09 万元。2010

年 1－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9,140.20 万元，净利润 1,566.55 万元。 

 

4、公司名称：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465 万元 

注册地址：长沙市黄兴中路 80号 

法定代表人：赵蓓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家用电器、摄像器材、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

信设备及配件（不含无线电发射装置）、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及配件并提供以上

产品售后相关服务；一类医疗器械（涉及前置许可的项目除外）销售；计算机软

件开发、销售；经营场地租赁、房屋租赁、商品展览、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代理、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以上属国家行政许可项目的凭有效许可证或文件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90%的股权，控股子公司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其 10%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0 年 3月 31 日，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26,851.79 万元，负

债合计 16,680.32 万元，资产负债率 62.12%，所有者权益 10,171.47 万元。2010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9,277.98 万元，净利润 256.5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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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名称：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港元 

注册地址：九龙弥敦道 555 号九龙行 11楼 1102-1103 室 

法定代表人：金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香港苏宁主要从事对其子公司投资业务，其子公司香港苏宁镭射电器有限公

司、香港苏宁采购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香港地区运营业务。截止 2010 年 3 月 31 日，

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13,201.31 万元，负债合计 6,602.12 万元，资产

负债率50.01%，所有者权益6,599.19万元，2010年1－3月份实现净利润-152.02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为进一步支持控股子公司对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更好地完善公司在福建、

安徽、武汉、湖南地区的连锁网络布局，同时为满足公司在香港地区经营与发展

的资金需要，增强香港苏宁及其子公司的业务拓展能力，公司拟采用连带责任保

证方式为其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安徽苏宁、湖南苏宁、福建苏宁、武汉苏宁、香港苏宁的经营情况良好，资

产质量优良，偿债能力较强，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

内。 

以上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2005]120 号文《证监

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福建苏宁、安徽苏宁、武汉苏宁分别提供

最高额度为 8,000 万元，10,500 万元、22,000 万元的担保；同意为控股子公司

湖南苏宁再提供最高额度为 14,000 万元的担保；同意为全资子公司香港苏宁提

供最高额度为 30,000 万元的担保，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担保相关手续。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报告日，扣除已取消以及已解除的担保,董事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可对外

担保累计额度为 139,400 万元人民币，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最近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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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净资产的 9.59%；公司实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54,9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78%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本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及全资子公司，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

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2005]120 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安徽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截至 2010 年 3月 31 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截至 2010 年 3月 31 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福建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截至 2010 年 3月 31 日财务报表 (未经审计)； 

       武汉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截至 2010 年 3月 31 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5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