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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9-38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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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新加坡林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洋新加坡”）、

江苏林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洋光伏”）、江苏林洋照明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林洋照明”）、江苏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洋新

能源”） 

●担保金额：5,000 万美元和 39,000 万元人民币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0 元（不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公司战略定位

以及业务发展需要，确保公司及下属公司 2019 年度生产经营工作的持续、稳健

发展，公司拟为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7.25 亿元的担保（美元按照汇率 6.7

折算）。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及两家下属公司林洋新加坡、林洋光伏共同拟向花旗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和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等额 5,000 万美元，期

限为一年。其中林洋新加坡可使用额度不超过等额 1,500 万美元，林洋光伏可使

用额度不超过等额 5,000 万美元。公司对上述两家下属公司就使用该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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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及下属公司林洋光伏拟共同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或其等值外币，期限为一年。公司与

林洋光伏就使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相互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3、公司下属公司林洋照明预计分别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0.4 亿元；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不超过 0.4 亿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不超过 0.4 亿元，期限均为一年。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公司为其分别向上述

银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公司下属公司林洋新能源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宁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不超过 0.5 亿元，期限为一年，公司为其向银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连带担保人：新加坡林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新加坡 

法定代表人：沈东东 

注册资本：4,500,001 美元 

经营范围：能源管理和清洁能源系统中的工程设计和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11.78 7,825.22 

负债总额 1,365.91 3,327.11 

净资产 345.87 4,498.11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3,165.87 3,327.11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 6,251.34 

净利润 -337.29 -6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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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带担保人：江苏林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华石路 612 号 

法定代表人：沈凯平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光伏电池，太阳能光伏组件、风力

发电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设备改造工程；智能化控制

系统的设计、施工、调试、维修及技术咨询和服务；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取得国家专项

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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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1,272.02 142,784.53 

负债总额 132,106.51 106,802.62 

净资产 39,165.52 35,981.90 

银行贷款总额 2,951.00 4,155.00 

流动负债总额 132,106.51 106,802.62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81,928.23 43,146.46 

净利润 432.49 -3,183.61 

 

3、连带担保人：江苏林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苏启东经济开发区华石路 612 号 

法定代表人：陆永新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节能技术研发与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照明器具、

光电元器件、太阳能光伏、LED 驱动电源、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智能家居系统、

LED 灯具、灯杆、OLED 灯具研发、制造、销售，智能网络监控工程、灯光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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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设计、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太阳能光伏工程、

室内外照明工程、景观照明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养护，自营和代理一般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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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917.52 17,197.34 

负债总额 4,007.29 3,936.92 

净资产 12,910.24 13,260.42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007.29 3,936.92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6,747.08 5,616.24 

净利润 371.89 350.18 

 

4、连带担保人：江苏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68 号 

法定代表人：陆云海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产品、风力发电设备、LED 及发电设备、分布式电站

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设备改造工程、自动化控制系统

的设计、施工、调试、维修及技术咨询和服务；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维修及技

术咨询和服务；太阳能光伏发电；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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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2,675.38 188,201.65 

负债总额 75,911.83 92,3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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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96,763.55 95,818.40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75,911.83 92,383.25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41,847.06 14,364.45 

净利润 -1,513.78 -1,720.01 

上述部分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 年，公司拟为上述下属公司就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

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25 亿元，在该额度内给予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

金额及担保期限由具体合同约定。在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授权董事长陆永华先生或财务负责人虞海娟女

士在上述额度范围以内与相关银行签署综合授信合同文本，担保文件及其它相关

文件（包括该等文件的修正及补充）。 

 

四、董事会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拟为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7.25 亿元的融资担保，

有利于促进下属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符合《公司章程》

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担保

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本次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拟为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7.25 亿元的融资担

保，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助于促进下属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担保风险在

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信息披露充分。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6.46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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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上市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6.71%，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且

全部为对公司和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四）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