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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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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资助对象：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中储房地产”）； 

借款展期金额：分别为 48,510 万元、4,900 万元； 

年利率：分别为 4.75%、5.7%； 

展期期限：均为 3 年。 

 本次借款展期已经公司八届六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获得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为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股份”、

“公司”）持股 49%的合营企业（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4.99%，南国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6.01%）。目前，三方股东按持股比例为电建中储房地产分别

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的借款和人民币 1 亿元的借款，其中：中储股份提供借

款分别为 49,000 万元和 4,900 万元，年利率分别为 4.75%和 5.7%。 

上述两笔借款即将到期，为确保电建中储房地产维持项目正常周转，公司八届

六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展期的

议案》，同意由三方股东同时对上述两笔借款进行展期，其中：中储股份提供借款

展期金额分别为 48,510 万元（扣除已归还借款 490 万元）、4,900 万元，展期期限

3 年，年利率不变，与前次借款合同保持一致。本次借款展期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

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

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已与电建中储房地产就两笔借款分别签署了《借款展期协议》，借款展期

金额分别为 48,510 万元、4,900 万元，年利率分别为 4.75%、5.7%，展期期限均为

3 年，协议自双方签订并在电建中储房地产三方股东的有权机构就按持股比例提供

借款事项均批准后生效。 

资助对象电建中储房地产 2022 年 6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75.63%，超过了

70%，因此本次借款展期尚需获得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名称：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1MFEEY6M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葛达冠 

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16 年 2月 23日 

7、住所（主要办公地点）：南京市鼓楼区中央北路河路道一号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商品房销售代

理；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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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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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9% 

2 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4.99% 

3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6.01% 

合计 100% 

10、该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21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0,498.38 198,244.20 

负债总额 150,392.34 149,922.44 

净资产 50,106.05 48,321.76 

资产负债率 75.01% 75.63% 

 

经营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195.34 507.36 

净利润 1,045.99 -1,784.29 

（二）电建中储房地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海波 

注册资本：90亿元整 

成立日期：1999 年 7月 8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玲珑路 9号院东区 9号楼 4层 406、7层 707、8 层 808、

9 层 909、10 层 101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2、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武琳 

注册资本：1,734,215,770 元整 

成立日期：1998 年 7月 27 日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南湖中央花园会所 

经营范围：房地产综合开发、商品房销售、租赁；物业管理；新型建筑、装

饰材料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园林、建筑和装饰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以上两位股东与中储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按持股比例为电建中储房地产提

供财务资助。 

（四）公司 2021 年度对电建中储房地产提供借款总额为 5.39 亿元。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 

（一）借款展期协议一 

1 借款金额和期限 

1.1 甲方同意将未偿还的借款进行展期，用于项目开发，乙方未经甲方书面

同意，不得改变资金用途。 

1.2 展期借款币种及金额:人民币 (大写 )肆亿捌仟伍佰壹拾万元整

(￥485,100,000.00)。 

1.3 展期期限：3年。 

1.4 在协议期限内，可提前还款；如需继续展期，应提前 90 日向甲方提出

申请。 

2 借款利率和计息 

2.1 借款利率执行固定利率，年利率 4.75%。 

2.2 结息与支付 

按季度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第 20 日，并由乙方向甲方支付。 

3 违约责任 

3.1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应遵守本合同所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

行或不完全履行均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3.2 如乙方违反约定义务，甲方可提前收回借款，直接从乙方内部结算账户

划扣借款本息或责令乙方限期归还本息、降低乙方内部信用等级，并从违约日开

始以实际借款金额按日收取万分之伍违约金直至违约事由得到纠正、双方达成新

的借款协议或本协议依约履行完毕。 



3.3 若乙方违反上述约定，乙方特别授权甲方财务部可直接从内部结算账户

划扣该笔借款本息。 

4 合同的生效 

4.1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订并在乙方三方股东的有权机构就按持股比例提

供借款事项均批准后生效。 

（二）借款展期协议二 

1 借款金额和期限 

1.1 甲方同意将未偿还的借款进行展期，用于项目开发，乙方未经甲方书面

同意，不得改变资金用途。 

1.2 展 期 借 款 币 种 及 金 额 : 人 民 币 ( 大 写 ) 肆 仟 玖 佰 万 元 整

(￥49,000,000.00)。 

1.3 展期期限：3年。 

1.4 在协议期限内，可提前还款；如需继续展期，应提前 90 日向甲方提出

申请。 

2 借款利率和计息 

2.1 借款利率执行固定利率，年利率 5.7%。 

2.2 结息与支付 

按季度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第 20 日，并由乙方向甲方支付。 

3 违约责任 

3.1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应遵守本合同所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

行或不完全履行均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3.2 如乙方违反约定义务，甲方可提前收回借款，直接从乙方内部结算账户

划扣借款本息或责令乙方限期归还本息、降低乙方内部信用等级，并从违约日开

始以实际借款金额按日收取万分之伍违约金直至违约事由得到纠正、双方达成新

的借款协议或本协议依约履行完毕。 

3.3 若乙方违反上述约定，乙方特别授权甲方财务部可直接从内部结算账户

划扣该笔借款本息。 

4 合同的生效 

4.1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订并在乙方三方股东的有权机构就按持股比例提



供借款事项均批准后生效。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是电建中储房地产三方股东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有息借款。公

司将加强对借款的使用监管，确保其按照协议约定按期还款付息，确保公司资金

安全。 

根据《借款展期协议》的约定，如电建中储房地产违反约定义务，公司可提

前收回借款，直接从其内部结算账户划扣借款本息或责令电建中储房地产限期归

还本息、降低电建中储房地产内部信用等级，并从违约日开始以实际借款金额按

日收取万分之伍违约金直至违约事由得到纠正、双方达成新的借款协议或本协议

依约履行完毕。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借款展期有利于电建中储房地产维持项目正常周转，

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借款展期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49%的合营企业（中国电建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24.99%，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6.01%），三方股东按持股

比例为电建中储房地产提供借款，本次借款展期有利于电建中储房地产维持项目

正常周转，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关

于向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展期的议案》。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本次借款展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

为 97,213.7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35%；不存在逾期未收回

的借款。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8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