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839

证券简称：安正时尚

公告编号：2020－058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子公司进行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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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礼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礼尚信息”）、上
海安喆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安喆”）、上海艳姿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艳姿”）、上海尹默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尹默”）
 担保额度：本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3 亿元，为新增担保；截至本
公告日，不含本次，公司累计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92,633,000 元（含等额
外币），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 281,038.48 万元的 21.09%；实
际使用担保金额为 303,266,942.47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
281,038.48 万元的 10.79%。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未发生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控股子公司礼尚信息、
全资子公司上海安喆、上海艳姿和上海尹默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于 2020 年 06 月
0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3 亿元的担保，其中为礼
尚信息提供不超过 2 亿元的担保，为上海安喆、上海艳资、上海尹默分别提供不超
过 100 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生效之日起至债务本息清偿之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上海礼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80.5175 万元
注册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淀湖路 10 号 5 幢 105 室
法定代表人：陈克川
经营范围：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商务（不
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云平台服务，品牌管理，供应链管理，贸易经纪与
代理，食品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电脑图文设计，网页设计制作，
计算机网络工程（除专项审批），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商务咨询，会务
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音响设备及器材、通讯器材、照相器材、健身器材、皮革制
品、装潢材料、家具、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玩具、汽车用品、宠物用品、润滑油、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 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竹物品、易制毒化学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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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尚信息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元）

金额（元）

资产总额

491,231,981.96

268,630,833.63

负债总额

335,958,444.53

150,596,306.99

银行贷款总额

179,325,971.85

19,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35,958,444.53

150,596,306.99

净资产总额

155,273,537.43

117,900,671.16

营业收入

839,561,234.54

677,408,800.18

净利润

87,320,451.20

62,813,441.49

项目

礼尚信息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安正时尚

165.5251

43.50%

2

林平

114.1552

30.00%

3

安正儿童用品（上海）有限
公司
长兴启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青岛淼尚恒缨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38.0518

10.00%

15.2207

4.00%

20.9284

5.50%

4
5

6

青岛淼尚恒星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0.9284

5.50%

7

谭婧

2.6636

0.70%

8

李为平

1.1416

0.30%

9

上海斯洛格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26

0.50%

合计

--

380.5175

100%

公司持有安正儿童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70%股权，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2.单位名称：上海安喆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00 万元
注册地点：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 588 弄 15 号 1 幢 1 层 1 区 075 室
法定代表人：陈克川
经营范围：销售服装服饰、纺织品、床上用品、经编织物、手套、鞋帽、袜子、
沙发、箱包，服装服饰设计，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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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安喆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元）

金额（元）

资产总额

43,630,266.76

32,588,353.91

负债总额

22,597,717.66

9,716,958.43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22,597,717.66

9,712,547.47

净资产总额

21,032,549.10

22,871,395.48

营业收入

260,579,813.14

217,568,730.75

净利润

-1,982,237.47

24,971,932.28

项目

公司持有上海安喆 100%股权，上海安喆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3.单位名称：上海艳姿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0 万元
注册地点：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 588 号 B121 室
法定代表人：陈克川
经营范围：销售服装服饰、服饰制品、针纺织品、床上用品、鞋帽、箱包，展
览展示服务，商务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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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艳姿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元）

金额（元）

资产总额

438,455,237.55

413,975,188.30

负债总额

171,479,708.95

117,767,855.73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71,463,825.82

116,340,531.23

净资产总额

266,975,528.60

296,207,332.57

营业收入

393,726,986.33

310,847,254.27

净利润

-28,639,682.94

-11,178,548.15

项目

公司持有上海艳姿 100%股权，上海艳姿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4.单位名称：上海尹默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0 万元
注册地点：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 588 弄 15 号 1 幢 2 层 4 区 1108 室
法定代表人：郑安政
经营范围：销售服装服饰、服饰面料及辅料、箱包，服饰设计，商务咨询，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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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尹默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元）

金额（元）

资产总额

261,438,620.54

395,282,081.91

负债总额

67,763,105.77

190,985,093.23

银行贷款总额

0

0

项目

流动负债总额

67,485,976.83

190,772,614.81

净资产总额

193,675,514.77

204,296,988.68

营业收入

269,174,560.96

228,459,326.83

净利润

-10,881,725.84

-11,482,213.20

公司持有上海尹默 100%股权，上海尹默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礼尚信息业务发展实际需要，公司将为其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2 亿元的担保；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上海安喆、上海艳姿、上海尹默业务发展实
际需要，公司将为此三家全资子公司分别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的担保，上述
担保均用于礼尚信息、上海安喆、上海艳姿、上海尹默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共计 2.03 亿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自担
保文件生效之日起至债务本息清偿之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考虑礼尚信息、上海安喆、上海艳姿、上海尹默日
常经营需求，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
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
长远发展。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为礼尚信息、上海安喆、上海艳姿、上海尹默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3亿元的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郑安政先生在额度范围
内签署或签章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担保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公司为礼尚信息、上海安喆、上海艳姿、上海尹默的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是为了解决其拓展业务的经营资金需求，并经过合理预测后确定的，符合公司经
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该议案涉及的担保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同意此项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不含本次）为人民币 592,633,000 元，
系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 281,038.48
万元的 21.09%；实际使用担保金额为 303,266,942.47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 281,038.48 万元的 10.79%。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6月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