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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7-018 

 

关于 2017 年度拟新增融资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零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建筑 2017 年

度拟新增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 2017 年度为下属子公司安排 220 亿

元新增融资担保额度。 

 该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2017 年度新增融资担保额度情况概述 

为满足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的需要，更

好的为各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必要支持，结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和历年担保执行

现状，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零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建筑 2017 年度

拟新增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 2017 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最高 220 亿元新

增融资担保总额度，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人民币 

子企业类别 子企业名称 
建议新增融资

担保额度 

合计 220.0 

工程局 
中建一局、中建二局、中建三局、中建四局、中建五

局、中建六局、中建七局、中建八局 
80.0 

专业子公司 
中建方程、中建交通、中建装饰、中建发展、中建安

装、新疆建工、西部建设、中建基础设施有限公司等 
40.0 

海外子公司 
中海集团、中建美国、中建南洋、中建中东、股份公

司境外发债 SPV 等 
100.0 

1. 2017 年度实际新增融资担保额度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核批准的额度

为准。在新增融资担保额度内，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具体担保业务要求，对不

同子公司类别之间的担保额度进行适当调剂使用。 

2. 公司为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公司对该子公司的实际控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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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限，超出部分须落实反担保或其它保证措施。 

3. 新增融资担保额度自股东大会决议发布之日起生效，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发布之日止失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述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的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详见附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担保发生时在核定额度内签署担保协议。在获批的新增融资担保额

度内，新发生的每笔担保业务都将严格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审核批准后，由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原则上不允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单位提供担保，此

类担保不纳入本次新增融资担保额度内。若确需发生，将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批。 

四、董事会意见 

2017 年 4 月 1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零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国建筑 2017 年度拟新增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并发表同意意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7 年 3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9.7 亿元，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85.7 亿元，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 27.3 亿元，合计 313.0 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

和 16.4%。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零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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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2016 年年末数据，金额单位：亿元） 

序

号 

被担保人名称 与担保

人关系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

人 

经营范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影响被担保人

偿债能力的重

大或有事项 

1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 北京 罗世威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 934.67 834.69 99.98 10.51 852.38 无 

2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全资 北京 陈建光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 847.53 731.61 115.92 20.10 1,069.27 无 

3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全资 湖北武汉 陈华元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 1,371.60 1,158.89 212.71 38.68 1,492.47 无 

4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全资 广东广州 卢遵荣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 584.30 486.72 97.58 9.42 677.27 无 

5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全资 湖南长沙 周勇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 734.50 605.04 129.46 20.61 723.73 无 

6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全资 天津 吴春军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 402.89 358.38 44.50 1.68 309.90 无 

7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全资 河南郑州 陈颖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 745.82 634.76 111.06 12.37 600.09 无 

8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全资 上海 黄克斯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 1,204.45 993.13 211.32 36.55 1,426.80 无 

9 
中建方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 北京 贺海飞 一级土地开发、投资

运营等 

317.57 223.44 94.14 4.42 96.82 无 

10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 北京 周宇騉 建筑施工、投资管理 165.72 125.28 40.44 2.64 48.46 无 

11 中建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 北京 陶盛发 建筑施工、装饰 96.48 77.96 18.52 2.91 157.20 无 

12 中国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 北京 刘锦章 建筑施工、绿色环保 36.53 13.18 23.35 -0.04 3.53 无 

13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 江苏南京 罗能镇 建筑施工、安装工程 159.29 119.07 40.22 1.19 120.54 无 

14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 新疆乌鲁

木齐 

郜烈阳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 243.48 196.12 47.35 2.38 167.14 无 

15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 新疆乌鲁

木齐 

吴文贵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 141.50 95.05 46.45 3.21 115.29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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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 香港 不适用 建筑施工、地产开发

及基建投资 

5,767.52 3,963.08 1,804.43 257.60 1,665.84 无 

17 
中建美国有限公司 全资 美国 袁宁 建筑承包工程管理房

地产开发等 

103.20 77.52 25.67 -4.57 117.57 无 

18 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 新加坡 不适用 建筑施工及相关 41.32 31.66 9.65 3.39 48.49 无 

19 中建中东有限公司 全资 阿联酋 余涛 建筑施工 41.92 41.89 0.03 0.03 48.90 无 

20 
中建金融（开曼）Ⅱ有限公司 全资 开曼群岛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 无 

21 
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全资 北京 马泽平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 42.54 13.66 28.88 0.20 1.10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