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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2007-014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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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控股
子公司--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简称“北京苏宁”）、上海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简称“上
海苏宁”）、武汉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简称“武汉苏宁”)、陕西苏宁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陕西苏宁”）再提供最高额度依次为 3,000 万元、5,000 万元、8,310 万元、2,400 万
元的担保，为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简称“广东苏宁”）、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简称
“湖南苏宁”）分别提供最高额度为 8,000 万元、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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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孙为民先生作为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陕西苏宁
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审议该议案时未行使表决权。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可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124,352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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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997.85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物流产业园区融商六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孙为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通讯设备、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电子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机电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照相器材、机械
设备、服装、服饰；家用空调安装、维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普通货物运输、
出租商业设施。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89.32％的股权，自然人范志军、周光前分别持有其 6.68%、4.00%
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56,382.36 万元，负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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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87.52 万元，资产负债率 59.04%，所有者权益 23,094.84 万元。2006 年 1－12 月份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266,470.56 万元，净利润 7,416.51 万元。(已经审计)
2、公司名称：上海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134 万元
注册地址：海宁路 358 号
法定代表人：蒋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五金交电、日用百货、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普通机械，电子
产品，家用电器配件，通信设备及配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制冷设备安装、维修，家用
电器维修。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89.54％的股权，自然人蒋勇持有其 10.46%股权，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47,528.81 万元，负债合计
26,993.01 万元，资产负债率 56.79%，所有者权益 20,535.80 万元。2006 年 1－12 月份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244,430.72 万元，净利润 5,562.05 万元。（已经审计）
3、公司名称：武汉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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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器材（不含无
线发射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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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90.00％的股权，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0%
股权，为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武汉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19,163.19 万元，负债合计
12,563.31 万元，资产负债率 65.56%，所有者权益 6,599.89 万元。2006 年 1－12 月份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32,653.83 万元，净利润 338.93 万元。（已经审计）
4、公司名称：陕西苏宁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276 万元
注册地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30 号电子大楼
法定代表人：孙为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的销售、维修服务；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五金交电产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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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
、包装材料、建筑材料产品（木材除外），日用
百货的批发、零售；电子产品的研制，生产（专控产品除外）
；制冷空调设备的安装、维修、
展厅、展俱的出租；电脑、通讯设备（卫星地面接收设备除外）的批发、零售；场地租赁，
柜台出租，国内商品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金融、证券、期货除外）
；
人才培训；商务代理。（上述范围涉及许可证管理的凭许可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90.00％的股权，自然人姚凯持有其 10.00%股权，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陕西苏宁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16,080.67 万元，负债合
计 5,809.53 万元，资产负债率 36.13%，所有者权益 10,271.14 万元。2006 年 1－12 月份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61,496.26 万元，净利润 2,925.52 万元。
（已经审计）
5、公司名称：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800 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 44－50 号松园大厦首层至三层
法定代表人：鲍东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器机械，制冷设备及配件，普通机械，电子
计算机及配件，百货，仪器仪表；家用空调的安装及售后服务、维修。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90.00％的股权，深圳市苏宁电器限公司持有其 10.00%股权，
为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30,053.72 万元，负债合计
20,656.86 万元，资产负债率 68.73%，所有者权益 9,396.86 万元。2006 年 1－12 月份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128,726.28 万元，净利润 2,387.78 万元。（已经审计）
6、公司名称：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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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设备及配
件（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
、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及配件并提供以上产品售后相关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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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的股权，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0%
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10,330.15 万元，负债合计
5,072.99 万元，资产负债率 49.11%，所有者权益 5,257.16 万元。2006 年 1－12 月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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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 32,733.21 万元，净利润 768.56 万元。（已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为更好地完善公司在北京、上海地区的连锁网络布局，进一步渗透武汉、湖南、广东、
陕西地区的二、三级市场，支持控股子公司在日常经营中对资金的需要，公司拟采用连带责
任保证方式为北京苏宁、上海苏宁、武汉苏宁、陕西苏宁、广东苏宁、湖南苏宁向银行融资
提供担保。
上述六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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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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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为北京苏宁、上海苏宁、武汉苏宁、陕西苏宁分别再提供 3,000
万元、5,000 万元、8,310 万元、2,400 万元的担保，为广东苏宁、湖南苏宁分别提供 8,000
万元、3,600 万元的担保，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担保相关手续。关联董事孙为民先生
作为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陕西苏宁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审议该议案时未
行使表决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可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人民币 124,352 万
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 2006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40.32%；公司实际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84,242 万元，占 2006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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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原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
代表人朱峰、孙玉龙先生对该项担保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此次苏宁电器为北京苏宁、上海苏宁、武汉苏宁、陕西苏宁、广东苏宁、湖
南苏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进行了充分披露。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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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上海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武汉苏宁电器有限公司、陕西苏
宁电器有限公司、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财务报表；
3、保荐机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7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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