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7 号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资担保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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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融资情况概述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
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拟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银行借款、银行委托贷款、信托融资等债务融资方式融资，融
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30 日和 5 月 22 日披露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融资计划的公告》、《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融资担保情况
近日，公司与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口农商行”）签署了编
号为海口农商银行（省府）2021 年流贷字第 024 号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
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小写 200,000,000 元），贷款期限 36 个月，用于全资子公司
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徳资管”）资产管理业务。
公司以持有海徳资管 10%的股权、公司及海徳资管合计 60000 万元的应收债权、
公司持有的位于海口市的房产为上述贷款提供质押、抵押担保，同时海徳资管为上述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融资担保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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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0128947X0
4.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德路 5 号
5.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7 号 A 座写字楼三层
6.法定代表人：王广西
7.注册资本：641,138,926 元人民币
8.上市日期：1994 年 05 月 25 日
9.经营范围：资本运作及管理；投融资研究、咨询；企业重组、并购经营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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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88,885,350.11

6,462,852,077.05

负债总额

1,730,817,106.61

1,873,806,028.78

流动负债总额

1,150,902,813.32

1,057,630,455.51

净资产

4,358,068,243.50

4,589,046,048.27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1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1,777,480.41

392,571,436.11

利润总额

143,140,685.18

256,482,276.67

净利润

127,803,689.76

230,977,804.77

11.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质押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95MA6T1DYE6T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 1409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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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广西
注册资本：472,127 万 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07 月 04 日
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资产
置换、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资产管理范围内的非融资性担保；投资、
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不含证券、保险、金融业务）；项目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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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55277512XL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37 号
法定代表人：吴敏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代
收代付业务；代理保险业务；代理买卖实物黄金业务；开办万泉贷记卡业务；外汇存
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国际结算；外汇拆借；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对外
担保；外汇买卖；开办保管箱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
公司与海口农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合作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六、合同主要内容
（一）《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海口农商银行（省府）2021 年流贷字第
024 号】）
贷款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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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金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
贷款期限：36 个月；
贷款用途：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资金。
（二）《抵押合同》（编号：【海口农商银行（省府）2021 年抵字第 024 号】）
抵押权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人：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
金、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抵押物：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 72 号耀江商厦综合楼 03 层办公室，建筑面
积为 980.69 平方米，
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297.88 平方米，不动产权证号为琼（2021）
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44233 号。
（三）《质押合同》（编号：【海口农商银行（省府）2021 年质字第 024-1 号】）
质权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出质人：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财产权利：公司所持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7212.7 万股的股权；
质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
保管质押财产的费用、实现质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四）《质押合同》（编号：【海口农商银行（省府）2021 年质字第 024-2 号】）
（以下简称“协议一”）、（编号：【海口农商银行（省府）2021 年质字第 024-3
号】）（以下简称“协议二”）
协议一与协议二的质权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一出质人：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协议二出质人：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一与协议二质押财产权利：公司及海徳资管所持有的 60000 万元应收债权；
协议一与协议二的质押担保范围内容相同：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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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保管质押财产的费用、实现质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
费用。
（五）《保证合同》（编号：【海口农商银行（省府）2021 年保字第 024 号】）
保证人：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海口农商行根据主合同之
约定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贷款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合同生效：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
单位公章后生效。
反担保情况：本次保证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七、流动资金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将用于全资子公司海徳资管资产管理业务，更好地支持公
司业务拓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
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本次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金额为 152,925 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09%。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海徳资管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 119,25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36%；全资子公
司及控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金额为 33,675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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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次担保事项外，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涉及担保金额 39,000 万元。若前
述两次担保事项全部发生，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金额为 211,925 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63%。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海徳资管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 158,25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31%；全资子公
司及控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金额为 53,675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2.32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均未发生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事项，无
逾期对外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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