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710

证券简称：*ST 常林

公告编号：2017-004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2017 年融资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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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计划：提供总额不超过 362.98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担保，担保
有效期至本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截至 2016 年末，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224.00 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年，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美达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各级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362.98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担保。
2017 年提供的授信担保详细情况如下：
（一）苏美达集团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苏美达集团为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等9家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31家银行申请不超过314.92亿元额度内提供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1

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24.03

2

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

11.18

3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1.47

1

4

江苏苏美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51.82

5

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19.66

6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145.86

7

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9.10

8

江苏苏美达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1.00

9

苏美达香港有限公司

20.8

合计

314.92

（二）苏美达集团控股子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苏美达集团控股子公司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拟分别为各自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 2017 年度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48.06 亿元，具体如下：
1.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安徽苏美达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总金额 1 亿元，担保期限一年。
2.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 1.5 亿元，担保期限一年。
3．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江苏苏美达车轮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 0.48 亿元，担保期限一年。
4.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下属 5 家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不超过 13.55 亿元。具体如下：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担保金额

香港创奇贸易有限公司

100%

9.00

一年

创美有限公司

100%

0.45

五年

100%

3.00

江苏苏美达国际时尚服饰有限公司

100%

0.30

江苏长江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60%

0.80

BERKSHIRE BLANKET

&

HOME

CO., INC

合计

期限

一年

13.55

5．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为下属 4 家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31.53 亿元。具体如下表：

2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
例

担保金额

上海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7.50%

1.24

福建苏美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00%

5.19

广东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

10.26

永诚贸易有限公司

100%

14.84

合计

期限

一年

31.53

二、被担保人情况
1.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长江路 198 号 11 楼
注册资本：2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维林
主要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工程招标代理、
咨询，工程监理，工程造价预算；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煤炭批发，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金属材料、矿产品、建筑材料、纺织原料、化工产品
及原料、沥青、燃料油及润滑油的销售，技术推广和科技交流服务，经济、商品
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仓储，实物租赁，境内劳务派遣，医疗器械的经营，危险
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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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苏美达集团持股 35%，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1,261,385.70 万元，负债总额 1,129,414.22 万元，净资产 131,971.48 万元，
资产负债率 89.54%；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1,712,370.81 万元，利润总额
21,878.49 万元，净利润 17,203.44 万元。
2．江苏苏美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长江路 198 号二十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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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钢
主要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船舶等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船舶及海
洋工程承包、零部件制造、设备安装，船舶租赁，金属材料、贵金属的销售，自
营和代理酒类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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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苏美达集团持股 35%，江苏苏美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江苏苏美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51,999.59
万元，负债总额 49,290.04 万元，净资产 27,095.48 万元，资产负债率 94.79%；
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05,940.98 万元，利润总额 393.45 万元，净利润 477.83
万元。
3.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长江路 198 号十二楼
注册资本：7,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金永传
主要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自营和代理各
类机械、成套设备及建筑材料等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二手车进出口贸易，酒类进出口，
机电产品及配件、电气产品及配件、仪器仪表产品及配件、管件及管道配件、钢
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销售，通信线
路、石油、化工、燃气、给水、排水、供热等管道系统和各类机械设备的销售、
安置安装，工程项目咨询与设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市政工程、环保工程的施
工，对外承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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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苏美达集团持股 35%，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为纳入

4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167,772.77 万元，负债总额 136,016.72 万元，净资产 31,756.05 万元，资产负
债率 81.07%；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6,603.91 万元，利润总额 3,279.87 万元，
净利润 2,459.90 万元。
4．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长江路 198 号十五楼
注册资本：9,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楷
主要经营范围：电动工具、园林工具、清洗机、智能化割草机等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与销售，基础设施工程承包，新能源科
技研发，新能源（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系统设计、咨询、施工、集成。
股东情况：苏美达集团持股 35%，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304,626.02 万元，负债总额 279,691.19 万元，净资产 24,934.84 万元，资产负
债率 91.81%；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45,278.77 万元，利润总额-6,821.75 万
元，净利润-6,821.75 万元。
5.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高新区星火路 1 号
注册资本：15,162.14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晓江
主要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电池片、电池组件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并
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与服务；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设备的研究开发；太阳能电站
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及发电销售。
股东情况：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持股 100%，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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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549,579.39 万元，负债总额 537,314.59 万元，净资产 12,264.8 万元，资产负
债率 97.77%；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 83,913.03 万元，利润总额-4,882.02 万
元，净利润-5,034.38 万元。
6．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198 号 17 楼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彭原璞
经营范围：发电机组及配套动力、电力成套设备、光伏照明及发电系统、动
力机械、汽车配件、光电通信及音视频通信设备、家电设备的研发生产；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开展进料加工业务；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降噪工程；对外承包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再生物资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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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苏美达集团持股 35%，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108,260.17
万元，负债总额：76,809.29 万元，净资产：31,450.88 万元，资产负债率：70.95%；
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77,638.55 万元，利润总额：990.41 万元，净利润：
709.71 万元。
7.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长江路 198 号 13 楼
注册资本：15,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永清
主要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服装等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服装、纺
织品、纺织原料、工艺品及饰品的生产、加工、销售，金属材料的销售，危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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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经营（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服装和纺织品的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
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鉴证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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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苏美达集团持股 35%，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200,524.34 万元，负债总额 111,707.32 万元，净资产 88,817.01 万元，资产负
债率 55.71%；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79,073.02 万元，利润总额 18,250.77
万元，净利润 13,695.12 万元。
8．江苏苏美达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长江路 198 号五楼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蔡济波
主要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销售（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仪器仪表、普通
机械、电器机械、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备件、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金属材料、木材、百货、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纺织原料、针纺织品、
工艺美术品销售，商品展览，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机电产品的国际国内的招标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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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苏美达集团持股 30%，江苏苏美达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江苏苏美达仪器设备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14,864.48
万元，负债总额 12,109.58 万元，净资产 2,754.90，资产负债率 81.47%；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9,351.02 万元，利润总额 1,017.54 万元，净利润 831.03
万元。
9.苏美达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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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香港
注册资本：1,0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赵建国
主要经营范围：国际贸易、技术咨询服务以及对外股权投资等
股东情况：苏美达集团持股 100%。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苏美达香港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6,669.44 万美元，
负债总额 5,614.87 万美元，净资产 1,054.56 万美元，资产负债率 84.19%；2016
年 1-9 月利润总额 15.43 万美元，净利润 15.43 万美元。
10.安徽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湖西大道南路 259 号综合楼一三层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金永传
主要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机电产品及配件、电气产品及配件、钢材、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的销售；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市政工程、
环保工程的施工。
股东情况：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100%，安徽苏美达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安徽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11,312.02
万元，负债总额 9,854.86 万元，净资产 1,457.16 万元，资产负债率 87.12%；
2016 年 1-9 月利润总额 366.44 万元，净利润 274.83 万元。
11.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台沿海湿地旅游度假经济区光伏光电产业园内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奚佳杰
主要经营范围：新能源科技研发，光伏发电，光伏电站建设、维护，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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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板组装、销售，新能源发电项目开发、投资。
股东情况：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88%，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持股 12%，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327,903.07 万元，负债总额 324,995.09 万元，净资产 2,907.98 万元，资产负
债率 99.11%；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 46,642.46 万元，利润总额-6,321.65 万
元，净利润-6,334.27 万元。
12.江苏苏美达车轮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宝胜路 8 号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彭原璞
经营范围：汽车铝合金车轮、轮毂及配件、汽摩配件、机械设备、有色金属
（不含冶炼）、电机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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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持股 100%，江苏苏美达车轮有限公司
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江苏苏美达车轮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12,768.49
万元，负债总额：4,388.80 万元，净资产：8,379.69 万元，资产负债率：34.37%；
2016 年 1-9 月利润总额：3,216.04 万元，净利润：2,733.63 万元。
13.香港创奇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尖沙咀广东道海港城 7-11 号世界商贸中心 14 楼 1401 室
注册资本：1.6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杨永清
主要经营范围：自营、代理纺织品、服装、轻工业等各类商品、原料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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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出口业务和销售。
股东情况：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100%，香港创奇贸易有
限公司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香港创奇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32,470.18 万元，
负债总额 29,788.51 万元，净资产 2,681.67 万元，资产负债率 91.74%；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01,840.27 万元，利润总额 2,185.41 万元，净利润 2,185.41
万元。
14.创美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3411 Silverside Road Rodney Building # 104 street，in the
City of Wilmington, County of New Castle, Delaware.
注册资本：1,26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杨永清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纺织品、服装零售与批发
股东情况：苏美达轻纺持股 100%，创美公司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
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创美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58,114.00 万元，负债总
额 62,619.96 万元，净资产-4,505.96 万元，资产负债率 107.75%。营业收入
4,003.57 万元，利润总额-4,094.96 万元，净利润-4,094.96 万元。
15.BERKSHIRE BLANKET & HOME CO., INC
注册地址：2711 Centerville Road, Suite 400, Wilmington, New Castle
County, Delaware
注册资本：9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王申涛
主要经营范围：纺织品零售与批发
股东情况：创美有限公司持股 100%，BERKSHIRE BLANKET & HOME CO., INC
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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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BERKSHIRE BLANKET & HOME CO., INC 的资产总额
58,028.00 万元，负债总额 49,998.50 万元，净资产 8,029.50 万元，资产负债
率 86.16%；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 704.71 万元，利润总额 25.35 万元，净利润
25.35 万元
16.江苏苏美达国际时尚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69 号新城科技大厦 01 栋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永清
主要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纺织服装、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服装、
纺织品、纺织原料、工艺品及饰品的生产、销售；纺织品的研发。人才培训（不
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校园文教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教育
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阵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100%，江苏苏美达国际
时尚服饰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江苏苏美达国际时尚服饰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27,083.29 万元，负债总额 23,282.45 万元，净资产 3,800.84 万元，资产负债
率 85.97%；2016 年 1-9 月营业收 40,610.54 万元，利润总额 4,138.25 万元，净
利润 3,087.66 万元。
17.江苏长江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长江路 198 号 8 楼
注册资本：3,3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范雯烨
主要经营范围：纺织品、服装及辅料、拉链、钮扣销售、生产及加工。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东情况：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40%，江苏长江纺织品贸
易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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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09 月 30 日，江苏长江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16,064.81 万元，负债总额 7,971.55 万元，净资产 8,093.26 万元，资产负债
率 49.62%；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2,800.05 万元，利润总额 1,863.99 万元，
净利润 1,375.81 万元。
18.广东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地东 319 号保利中誉广场 19 楼 1901 室（仅限
办公用途）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朱涛
主要经营范围：建材、装饰材料批发;电工器材的批发；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佣金代理;沥青及其制品销
售；卫生盥洗设备及用具批发；计算机零配件批发；自动售货机、售票机、柜员
机及零配件的批发；电线、电缆批发；办公设备批发；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
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医疗器械”，包括第一类医疗
器械和国家规定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
械）；通用机械设备销售；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施批发；电气设备批发；货物进
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消防设备、器材的批发；桥梁伸缩装置销售；纺织
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电子产品批发;铁路运输设备批发；润滑油批发；通讯
终端设备批发；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技术进出口；汽车批发（九座以下小轿车除
外）；航空运输设备批发；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通讯设备及配套设备批发；服装辅料批发；水上运输设备批发；钢材
批发；缝制机械批发；机械配件批发；林业产品批发；石油制品批发（成品油、
危险化学品除外）；计算机批发；煤炭及制品批发；管道运输设备批发；电子元
器件批发；燃料油销售（不含成品油）；环保设备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农业
机械批发；金属制品批发；仪器仪表批发；五金产品批发；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国
家专营专控类除外）；贸易代理；缝制机械零售；钢材零售；通用机械设备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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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配件零售；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供应链管理；工商咨询
服务；贸易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仓储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100%，广东苏美达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广东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35,933.00
万元，负债总额 34,880.90 万元，净资产 1,052.10 万元，资产负债率 97.07%；
2016 年 1-9 月利润总额 680.50 万元，净利润 510.30 万元。
19.福建苏美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2 号厦门第一广场 707 室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维林
主要经营范围：1.机电设备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建筑工程咨询、
仓储（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2.批发零售：机电设备、五金交电、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模具、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环保设备、汽车零部件；3、经营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股东情况：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100%，福建苏美达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福建苏美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3,289.70
万元，负债总额 2,780.80 万元，净资产 508.90 万元，资产负债率 84.53%；2016
年 1-9 月利润总额-10.70 万元，净利润-10.70 万元。
20.上海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 459 号 B 座 215 室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维林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钢材，金属材料，矿产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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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控），机电产品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仓储（除危险品），建设工
程监理服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电设备及机械租赁。转
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代理；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
股东情况：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97.5%，上海苏美达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海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7,337.80
万元，负债总额 5,195.70 万元，净资产 2,142.10 万元，资产负债率 70.8%；2016
年 1-9 月利润总额 2.10 万元，净利润 1.60 万元。
21.永诚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
注册资本：5,001.3 万美元
董事长：赵维林
主要经营范围：机电设备、机械电子产品、纺织原料、石油化工、钢铁、矿
产、林产品、木制品等产品的批发及零售
股东情况：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100%，永诚贸易有限公司为
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永诚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19,527.90 万美元，
负债总额 13,848.70 万美元，净资产 5,679.20 万美元，资产负债率 70.90%；2016
年 1-9 月利润总额 796.90 万美元，净利润 665.40 万美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待实际授信额度担保等情况发生时再签订相关
协议。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均为公司的核心子公司，经营稳定，偿债
能力较强，为其授信等业务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
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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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2017 年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是出于各子公
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促进各子公司资金筹措和良性发展，可进一步提
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并直接分享其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2016 年，苏美达集团及所属各子公司期末银行授信总额为 481.00 亿元人民
币,期末实际使用 239.00 亿元人民币；苏美达集团为所属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总量 393.00 亿元，实际担保余额 224.00 亿元。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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