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2017-012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为宜昌交运集团麟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 5 家全资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授信对象、授信银行、授信额度及期限如下：
1
2
3
4
5

授信对象

授信银行

宜昌交运集团麟至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宜昌交运集团麟汇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宜昌交运集团汽车销售维修
有限公司
恩施麟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宜昌交运集团麟觉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昌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宜
昌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昌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宜
昌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三峡伍家支行

授信额度（万元） 期限
≤3000

1年

≤3500

1年

≤3000

1年

≤3500

1年

≤4000

1年

以上担保计划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订的
预案，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次担保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宜昌交运集团麟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麟至
公司”）
（1）住所：宜昌市开发区发展大道
（2）法定代表人：陈万兵
（3）注册资本：600 万元
（4）成立日期：2004 年 2 月 20 日
（5）经营范围：东风标致品牌汽车销售；汽车配件销售；汽车
售后服务；旧机动车交易中介服务（不含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汽车
租赁（不含需办理道路运输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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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经营范围按许可
证或批准文件核定内容经营，未取得相关有效许可或批准文件的，不
得经营：食品销售++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麟至公司 100%股权。
（7）资产及经营状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麟至公司经审
计资产总额 38,197,962.81 元，负债总额 30,659,657.61 元，净资产
7,538,305.20 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3,443,138.60 元，净利
润 1,600,770.83 元。
2、宜昌交运集团麟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麟汇
公司”）
（1）住所：宜昌市港窑路 5 号
（2）法定代表人：陈万兵
（3）注册资本：800 万元
（4）成立日期：2011 年 9 月 26 日

（5）经营范围：汽车供应商授权的“东风日产品牌汽车销售”；
汽车配件销售；汽车售后服务；汽车美容服务；汽车装饰；二手车经
销；二手车经纪；汽车租赁++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麟汇公司 100%股权。
（7）资产及经营状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麟汇公司经审
计资产总额 51,176,993.23 元，负债总额 43,843,910.91 元，净资产
7,333,082.32 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4,958,970.27 元，净利
润 569,458.48 元。
3、宜昌交运集团汽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修公司”）
（1）住所：宜昌市伍家岗区港窑路 5 号
（2）法定代表人：陈万兵
（3）注册资本：500 万元
（4）成立日期：1999 年 8 月 3 日
（5）经营范围：一类（大中型客车、小型车辆维修）（以上经
营范围按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内容经营；未取得相关有效许可或批
准文件的，不得经营）；汽车、汽车配件、农机配件、五金交电、建
筑材料（不含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
营的品种）、机械设备（不含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电子产品、
百货销售；汽车售后服务；停车服务；旧机动车交易中介服务（不含
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汽车租赁、房屋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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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汽修公司 100%股权。
（7）资产及经营状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汽修公司经审
计资产总额 21,550,929.89 元，负债总额 16,932,699.50 元，净资产

4,618,230.39 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9,671,549.02 元，净利
润 187,226.79 元。
4、恩施麟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施麟觉”）
（1）住所：湖北省恩施市金桂大道 127 号
（2）法定代表人：陈万兵
（3）注册资本：1000 万元
（4）成立日期：2009 年 5 月 21 日
（5）经营范围：汽车及配件销售；汽车售后服务；汽车美容服
务；二手车经销；二手车经纪服务；金融业务咨询服务；汽车租赁服
务；汽车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恩施麟觉 100%股权。
（7）资产及经营状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恩施麟觉经审
计资产总额 81,094,775.35 元，负债总额 68,921,701.26 元，净资产
12,173,074.09 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0,916,461.80 元，净
利润 1,680,825.07 元。
5、宜昌交运集团麟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麟觉
公司”）
（1）住所：宜昌开发区发展大道
（2）法定代表人：陈万兵
（3）注册资本：800 万元
（4）成立日期：2003 年 11 月 4 日
（5）经营范围：汽车（含东风、郑州日产品牌小轿车）及配件
销售；汽车售后服务；汽车美容服务；二手车经销；二手车经纪；预

包装食品零售（有效期至 2017 年 8 月 14 日）；汽车租赁（不含客运
服务）进口日产品牌汽车销售++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麟觉公司 100%股权。
（7）资产及经营状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麟觉公司经审
计资产总额 57,779,701.31 元，负债总额 43,822,299.72 元，净资产
13,957,401.59 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0,257,891.56 元，净
利润 2,697,284.44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尚未签订担保协议，公司将在通
过决策程序后签署担保有关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宜昌交运集团麟至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等 5 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主要是为其生产
经营和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证，有助于帮助其减少融资成本和费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上述全资子公司经营正常，
资信良好，偿债能力较强，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
内，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
司董事会同意此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本次对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通过决策的
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7 亿元，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不超过 18.32%。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
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