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文件
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1—015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担保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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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担保额度：人民币778,800万元
 是否有反担保：除控股子公司兰州东方友谊置业有限公司外，其他未提供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确保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满
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融资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司决策效率，结合公司 2020
年度担保情况以及公司 2021 年融资需求，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子公司间、各子公司
相互间的担保额度预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778,8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被担保人注 1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 3
福清东百置业有限公司
五矿电工（东莞）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东方百货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华威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固安慧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平潭信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肇庆高新区鹏程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嘉兴大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信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常熟榕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信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博洛尼智能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平潭信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

与公司关系
本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担保额度（万元）注 2
342,000.00
56,000.00
33,000.00
30,000.00
29,000.00
27,000.00
22,900.00
22,400.00
22,300.00
20,000.00
12,500.00
9,100.00
8,500.00
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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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平潭信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常熟神州通工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平潭信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全资子公司注 4
兰州东方友谊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润田供应链有限公司
湖北台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控股子公司注 5
合计

公司控股子公司

5,400.00
3,800.00
3,600.00
20,000.00
30,000.00
16,600.00
9,000.00
50,000.00
778,800.00

注 1：被担保人包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
注 2：上述担保额度指债权人对债务人（被担保人）授信的累计未清偿余额在债权发生期间内的
最高金额；
注 3：母公司因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融资需要追加为共同借款人而成为被担保人的,相

关担保额度仅计入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
注 4：其他全资子公司含授权期内公司通过收购、新设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
注 5：其他控股子公司含授权期内公司通过收购、新设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控股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有关人员在上述担保额度
内，决定以下与担保有关的事项：担保额度可在总授权额度内调剂使用（对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额度仅可在控股子公司总额度范围内调剂使用）；办理担保事项具体事宜，包括确定
担保人、被担保人、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等）、担保金额及期限；
与相关金融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其他相关事宜等。授权期限为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2021 年度担保预计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福清东百置业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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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7,2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龙山街道龙东村前南 1 号

法定代表人：宋克均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保健食品销售；游艺娱乐活动；歌舞娱乐活
动；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旅游业务；烟草制品零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
粉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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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珠宝首饰批发；针纺织品销售；日用品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家具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钟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建筑材料销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
生用品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文艺
创作；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娱
乐性展览；外卖递送服务；餐饮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票务代理服务；
婚庆礼仪服务；文物文化遗址保护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15,301.66 万元，净资产为
4,469.84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453.33 万元（上述数据经
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公司名称：五矿电工（东莞）有限责任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1,538 万元人民币
住

所：东莞市沙田镇齐沙村利澳花园 L11 栋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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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产销：电力变压器铁芯；电子产品及服装、饮料、食品、化妆品、家居用
品、家用电器等的加工、销售、物流配送、储存、装卸；网上销售及相关咨询服务；钢材
的剪切加工、检验检测；物业管理及咨询服务；物业租赁；建筑工程管理、监理及咨询服
务；五金、机械、建材、电气设备等产品等的批发，零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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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8,175.25 万元，净资产为
6,423.38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92.45 万元，净利润为 518.61 万元（上述数
据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公司名称：福建东方百货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杨桥东路 8 号利嘉大广场 1#、2#楼连体部

分-1 层至 8 层
法定代表人：袁幸福
经营范围：百货管理咨询，商场经营管理，百货商场自用设备维修保养，百货投资管
理、托管；百货，日用杂货，五金交电，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工艺美术品(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针纺织品，黄金珠宝，家用
电器，眼镜，卷烟，雪茄烟的零售；房屋租赁；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正餐
服务；快餐服务；茶馆服务；咖啡馆服务；酒吧服务；冷饮服务；小吃服务；餐饮配送服
务；餐饮外卖服务；保健品的批发、零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摄影；
专业停车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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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60,648.21 万元，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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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6.92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6,622.42 万元，净利润为-2,163.97 万元（上
述数据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公司名称：福建华威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福州市生物医药和机电产业园(闽侯县南屿镇南井村新桥头)

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物流供应链管理；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
备）；仓储理货（不含危险品）；冷库货物仓储；物流信息咨询；停车场管理服务；普通货
运、道路货运站（场）；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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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6,913.40 万元，净资产为
35,154.03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1,282.11 万元，净利润为 3,574.36 万元（上
述数据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2020 年 2 月纳入合并报表
（五）公司名称：固安慧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源街南侧爱方城小区商住楼 12 号楼 1 单元 102 室

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产业园建设、运营管理；物业服务；自有房
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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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61,927.14 万元，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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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03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600.28 万元（上述数据经
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2020 年 1 月纳入合并报表
（六）公司名称：平潭信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平潭县潭城镇城东居委会小湖庄西航路北段东侧(地号:48-22)406 室

法定代表人：叶海燕
经营范围：企业资产管理；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期货、
财务）；仓储服务；物业管理；建筑材料批发兼零售（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含危化品）；自营
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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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61,951.95 万元，净资产为
-142.10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51.73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
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七）公司名称：肇庆高新区鹏程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肇庆高新区北江大道 18 号富民大厦 1309 室

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仓储）；仓储设施建设、经营和管理；供应链管理
及咨询；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工程管理、监理及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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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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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7,812.23 万元，净资产为
1,698.94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832.35 万元（上述数据经
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2020 年 3 月纳入合并报表
（八）公司名称：嘉兴大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蚂桥吉蚂西路 1 号物流科技大楼 1221-26 室

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建筑材料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国
内贸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物业管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3,817.44 万元，净资产为
15,929.77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718.55 万元，净利润为 1,432.70 万元（上
述数据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九）公司名称：西藏信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海亮世纪新城一期 61 栋 3 单元 302 室

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不含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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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建辅建材的零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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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8,054.07 万元，净资产为
3,638.86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1,282.11 万元，净利润为 2,671.00 万元（上
述数据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十）公司名称：常熟榕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3,158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江苏省常熟经济开发区沿江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贵金属加工，生产各种宽厚板，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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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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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物业管理；
供应链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4,492.18 万元，净资产为
8,490.85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783.25 万元（上述数据经
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2020 年 8 月纳入合并报表
（十一）公司名称：西藏信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拉萨市柳梧新区海亮世纪新城一期 61 栋 3 单元 302-Q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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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物业管理；建筑材料的零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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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0,861.32 万元，净资产为
8,451.61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1,837.97 万元（上述数据
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十二）公司名称：博洛尼智能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天津宝坻区大口屯镇产业功能区九纬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智能家居系统研发、推广、咨询、服务；整体厨房设备、家具、浴室柜、
内门墙板的生产、销售、安装；货物进出口；仓储设备研发、租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
仓储服务（粮食、食用油、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自有住房租赁；物业管理；供应链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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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5,962.33 万元，净资产为
4,166.66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1,314.07 万元（上述数据
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2020 年 4 月纳入合并报表
（十三）公司名称：平潭信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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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平潭县潭城镇城东居委会小湖庄西航路北段东侧（地号:48-22）410 室

法定代表人：叶海燕
经营范围：企业资产管理、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期货、
财务）；仓储服务（不含危化品）；物业管理；建筑材料（不含危化品）批发兼零售；自营
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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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3,836.33 万元，净资产为
5,930.55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718.55 万元，净利润为 1,099.16 万元（上
述数据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十四）公司名称：平潭信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平潭县潭城镇城东居委会小湖庄西航路北段东侧（地号:48-22）415 室

法定代表人：叶海燕
经营范围：企业资产管理、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期货、
财务）；仓储服务（不含危化品）；物业管理；建筑材料（不含危化品）批发兼零售；自营
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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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3,095.13 万元，净资产为
1,621.20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397.37 万元（上述数据经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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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十五）公司名称：常熟神州通工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常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兴达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工业厂房、工业设施及其配套的开发、建设、租赁、销售；物业管理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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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6,995.89 万元，净资产为
4,200.37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576.63 万元（上述数据经
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2020 年 8 月纳入合并报表
（十六）公司名称：平潭信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平潭县潭城镇城东居委会小湖庄西航路北段东侧（地号:48-22）411 室

法定代表人：叶海燕
经营范围：企业资产管理；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期货、
财务）；仓储服务；物业管理；建筑材料批发兼零售（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含危化品）；自营
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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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7,812.95 万元，净资产为
986.13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809.29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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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十七）公司名称：兰州东方友谊置业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宋克均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投资与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销售；
物业管理；房屋工程建筑施工；安装（以上三项凭资质证经营）；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
理；房屋租赁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国家禁止及须取得专项许可的除外）；日用百货、家
用电器、烟（凭许可证核定经营范围在有效期内经营）、酒、服装鞋帽、皮具、化妆品、
眼镜、玩具、建筑材料（不含木材）、五金交电、通信终端设备、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家
具、工艺美术品、黄金、珠宝首饰、游艺及娱乐用品、体育用品、健身器材、预包装食品、
保健食品、药品（以上三项凭许可证核定经营范围在有效期内经营）的批发零售；餐饮服
务；室内游乐服务（以上两项凭许可证核定经营范围在有效期内经营）；文艺创作表演服
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增值电信业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以上各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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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77,533.97 万元，净资产为
102,913.58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47,794.64 万元，净利润为 12,405.21 万元
（上述数据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十八）公司名称：河南润田供应链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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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住

所：郑州航空港区鑫港花园 41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文超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易燃易爆危险及化学品除外）；供应链管理（制造业、金融业
除外）；电子商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销售：初级农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配件、机
械设备、五金交电、服装、化妆品、预包装食品（不含乳制品）；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
赁；仓储设施的经营、管理、及相关的咨询和服务。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3,086.50 万元，净资产为
7,916.24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562.83 万元（上述数据经
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十九）公司名称：湖北台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148.79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街胜海村 31 号

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食品技术研发，食品的生产及销售。食品添加剂的销售，包装服务，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食品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食品仓储，货物装卸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农产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工
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办公用品、洗涤用品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餐饮企业管理，会展会务服务；仓储设施开发、建设，自有房屋租赁，自有仓库租赁，物
业管理，仓储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4,808.12 万元，净资产为
8,154.70 万元，2019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621.73 万元（上述数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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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已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员全权处理与担保有关的事项，担保协议
具体内容以与相关金融机构签署的协议约定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2021 年度担保预计事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为开展经营或投资融资的互保
行为，有关融资主要用于正常经营及投资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担保风险
整体可控。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7,617.0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81%；公司与子公司间及子公司相互
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90,207.08 万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48,374.5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70%。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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