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8-12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科技”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于 2018年 1月 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通知于 2018 年 1 月 8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长邹

承慧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其中董事徐国辉、独

立董事刘丹萍、何前、耿乃凡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申请 2018

年度债务性融资授信的议案》 

为保证 2018 年度现金流充裕，同时结合 2018 年经营计划，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包括在有效期内的新增的控股子公司或其他纳入合并报表的公司）拟向各商

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 亿元，最终额度

以金融机构审批金额为准。授信额度范围包括存量授信、新增融资及存量融资的

续期，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信用证、融

资租赁、信托、债券融资等。 

为保证公司融资业务的办理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邹承慧、易美怀、

袁源、史强、ZHANG JING（张静）在 2018 年度内，在不超过前述授信额度范

围内，依据公司需要或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协商结果，联合签署具体融资业

务的决议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法人代表邹承慧签署授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议、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办理与该等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超出上述额度的融资业务，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作出决议

后才能实施。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上述 100 亿元的授信额度范围内，公司可视情况在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

机构间进行额度分配；同意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寻求第三方担保等方式申请上

述授信额度并办理具体的融资业务。在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后至下一笔新的授信

额度得到批复前，除非额外需求，今后公司将不再出具针对该额度内不超过该额

度金额的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决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

公司拟在 2018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并同意控股子

公司之间进行相互担保。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85 亿元

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包括存量担保、新增担保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担保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转

让下属公司股权并约定回购等担保方式。以上控股子公司包括在担保有效期内新

增的控股子公司或其他纳入合并报表的公司。上述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为保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业务的办理效率，在担保有效期内且在额度内

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超出上述额度和情形的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作出决

议后才能实施。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 2018 年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1、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

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为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铝材”）向金融机构申请

总额度不超过 25,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

发生金额为 24,1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2018 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25,000 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江阴海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达集团”）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

阴科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江阴科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玛金属”）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7,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提供担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额为 7,0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

过一年。2018 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7,000 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海达集

团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苏

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工程”）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205,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额 155,579.74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2018 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240,000 万元额度内的

贷款提供担保。能源工程为公司参股公司，其他股东未按照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

保措施，但其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为本

次担保提供全额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能源工程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爱康实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按《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苏



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爱康薄膜”）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9,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

款提供担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额 5,627.78 万元，担保期限不

超过一年。2018 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9,000 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爱康

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爱康薄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爱康实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按《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上

海爱康富罗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罗纳资管”）

所管理的碳基金（以 CCER、碳配额等为主要投资标的）中所涉优先级本金及四

年累计最高收益总金额合计数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差额补足及回购的

担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额 0 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2018

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富罗纳资管所管理的或做劣后的碳基金中所涉优先级 5,000万

元投资及预期收益提供差额补足及回购。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

康国际”）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富罗纳资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爱康国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按《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上

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罗纳融资租赁”） 向金融机构总额度不超过 50,000 万元人

民币的融资提供担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额 42,100 万元，担保

期限不超过一年。2018 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80,000 万元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

保。爱康实业和爱康国际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富罗纳融资租赁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爱康国际、爱康实业共同控制的



其他企业，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7、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

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为爱康实业向金融机构总额度不超过 60,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

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额 21,999.5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2018 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90,000 万元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爱康国际为本

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爱康实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8、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赣

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租赁”）向金融机构总额度不超过 12,000 万元人民币

的融资提供担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额 3,200 万元，担保期限

不超过一年。2018 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12,000 万元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

爱康国际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9、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

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慧谷”）向金融机构总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

融资提供担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额 1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不

超过一年。2018 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25,000 万元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爱

康国际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同为被担保方江西慧谷的实际控制人，按《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0、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

江苏爱康绿色家园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审议通过了为江苏爱康绿色家园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绿色家园”）向金融机构总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提

供担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额 0.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2018 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5,000 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爱康国际为本次

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绿色家园是控股股东爱康实业及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其他企

业，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1、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

金昌清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审议通过了为全资子公司金昌清能电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昌清能”）向上海璞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璞能租

赁”）申请办理不超过 48,5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鉴于浙江省

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水电”）拟收购金昌清能 51%的股权，

在保证期限内，自本次收购完成之日起（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准），公司

的保证范围拟调整为仅在金昌清能未履行债务的 49%的范围内（即不超过 23,765

万元）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浙江水电按照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措施。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金昌清能已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公司对金昌清能提供的担保实际发生

金额为 23,765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2018 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23,765

万元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浙江水电按照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措施。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长邹承慧先生为爱康实业、爱康国际、绿色家园、江西慧谷实际控

制人，董事易美怀女士为能源工程董事，董事袁源女士为爱康实业副总裁，董事

徐国辉先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是爱康实业副总裁，董事 ZHANG JING 女士在过

去 12 个月内曾是能源工程董事，邹承慧先生、易美怀女士、徐国辉先生、袁源

女士、ZHANG JING 女士为本担保事项的关联董事。其中，邹承慧先生依法对



上述子议案 3、4、5、6、7、9、10 回避表决；易美怀女士、ZHANG JING 女士

对上述子议案 3 回避表决；徐国辉先生、袁源女士依法对上述子议案 3、4、6、

7、10 回避表决。 

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为 2018 年度，为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的效率，在此期

间且在上述额度内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董事长邹承慧先生签署并办理具体担保

事宜。超出上述额度和情形的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

作出决议后才能实施。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 2018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同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基于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2018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同公司控股股东

爱康国际、爱康实业及其控制的江阴爱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农

业”）、爱康薄膜、能源工程、绿色家园以及公司董事徐国辉先生控制的苏州广厦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物业”）进行包括太阳能配件产品、太阳能组

件销售、物业出租、农副产品的采购、保安服务采购等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预

计总额度 151,703 万元，具体预测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18年预

计金额

(万元) 

2017 年 1-12

月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 

爱康薄膜 采购原材料等 市场价格 5,000 2,641.97 

爱康农业 采购农副产品等 市场价格 1,600    1,066.05  

小计 - - 6,600 3,708.02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广厦物业 接受物业管理等服务 市场价格 500 331.40 

能源工程 
采购设备、接受工程

安装等 
市场价格 30,000 38,170.12 

小计 - - 30,500 38,501.52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等 

控股股东控制

的其他企业 1 
租赁房屋等 市场价格 1,803 767.78 

小计 - - 1,803 767.78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爱康国际 销售组件等 市场价格 0 1,629.18 

绿色家园 销售组件支架等 市场价格 50,000 11,181.71 



能源工程 销售组件支架等 市场价格 60,000 29,599.15 

控股股东控制

的其他企业 1 
销售电力、软件等 市场价格 1,200 1,918.23 

小计 - - 111,200 44,328.27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能源工程 运维评级等服务 市场价格 1,500 514.14 

小计 - - 1,500 514.14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等 

控股股东控制

的其他企业 1 
出租房屋土地等 市场价格 100 99.97 

小计 - - 100 99.97 

合计 - - 151,703 87,919.70
2
 

注 1：因控股股东爱康实业和爱康国际下属公司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众多部分关联人

数量众多，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

的关联人，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注 2：以上 2017 年 1-12 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爱康实业、爱康国际、爱康农业、绿色家园、爱康薄膜、能源工程为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广厦物业为本公司董事徐国辉先

生控制的企业，为本公司关联方，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邹承慧先生为爱康实业实际控制人，董事易美怀女

士为能源工程的董事，董事袁源女士为爱康实业副总裁，董事徐国辉先生在过去

12个月内曾是爱康实业副总裁，董事ZHANG JING女士在过去12个月内曾是能源

工程的董事，邹承慧先生、徐国辉先生、袁源女士、ZHANG JING女士、易美怀

女士为本次交易事项的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同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议

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 日下午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