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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机电”、“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康尼机电拟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康尼机电下属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康尼机电拟为下属全资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电子”）、南京

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科技”）、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康尼精机”）、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新

能源”）、北京康尼时代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康尼”）2019 年

度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开出保函、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使用银行及其

他金融机构授信额度进行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52,0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康尼电子 5,000.00 万元，康尼科技 8,000.00 万元，康尼精机 12,000.00 万元，康

尼新能源 25,000.00 万元，北京康尼 2,000.00 万元。 

康尼科技为其控股子公司南京康尼环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

环网”）2019 年度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开出保函、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履约等使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授信额度进行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2,000.00 万

元人民币。 

康尼科技为其控股子公司南京康尼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电气”）



2 
 

2019 年度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开出保函、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履约等

使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授信额度进行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人民

币。 

被担保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承诺就上述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02 月 01 日 

注册号：913201066713059646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住所：南京鼓楼区古平岗 4 号 

经营范围：软件及网络信息系统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与销售；电子产

品及配件、通讯设备、轨道及公共交通专用器材、机电设备、仪器仪表、自动控

制系统设计、制造（限取得审批的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安装与技术服务；计

算机应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康尼电子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

资产为 78,632.48 万元，净资产为 49,578.23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0, 

741.78 万元、净利润 25,283.17 万元，资产负债率 36.95%。 

2、南京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4 月 3 日 

注册号：9132019266065142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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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唐卫华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11 号 

经营范围：轨道车辆电连接器、仪器仪表电连接器及各类机电设备、教学仪

器仪表、高低压电器及成套设备、中低压环网设备、电力自动化、机电产品、电

子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技术

培训；电力系统自动化工程承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及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62.5%的股权，易科电子持有其 19.5%的股权，吴敏

等 8 位自然人持有其 18%的股权。 

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康尼科技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

资产为 11,941.86 万元，净资产为 4,487.93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664.19

万元、净利润 434.26 万元，资产负债率 62.42%。 

3、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01 月 30 日 

注册号：91320192302702294D 

法定代表人：高文明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路 1 号 

经营范围：精密数控机床、精密锻件及机械零部件、计算机软硬件、机、电

及一体化装备研发、制造、销售与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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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其 55.20%的股权，张兆祥等 13 名自然人持有其 44.80%

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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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康尼精机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

资产为 19,476.32万元，净资产为 7,462.70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663.83

万元、净利润 2,043.18 万元，资产负债率 61.68%。 

4、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02 月 26 日 

注册号：91320192302655598L 

法定代表人：陈颖奇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 11 号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汽车充电设备设计、制造、销售、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汽车软件开发、技术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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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其 63.12%的股权，象山易科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持有

其 18.66%的股权，吴敏等 9 位自然人持有其 18.22%的股权。 

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康尼新能源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

总资产为 40,978.41 万元，净资产为 5,847.04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2,022.49 万元、净利润 1974.64 万元，资产负债率 85.73%。 

5、北京康尼时代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07 月 10 日 

注册号：91110112348381246T 

法定代表人：刘文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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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光机电一体化基地政府路 2 号

078 室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销售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子产品、专用设备、通

用设备；租赁仪器仪表、专用设备；维修交通专用设备、电子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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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其 72%的股权，唐建国等 3 位自然人持有其 28%的

股权。 

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康尼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

资产为 2,024.91 万元，净资产为 887.95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74.06

万元、净利润-327.38 万元，资产负债率 56.15%。 

6、南京康尼环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1 月 29 日 

注册号：91320192698393394F 

法定代表人：唐卫华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11 号 

经营范围：高低压电器及成套设备、电力自动化产品、机电产品、仪器仪表、

电子产品、教学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软

件开发；电力系统工程自动化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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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康尼科技持有其 51%的股权，周喜章等 18 位自然人持有其 49%

的股权。 

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康尼环网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

资产为 6,141.78 万元，净资产为 1,859.89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2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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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 148.90 万元，资产负债率 69.72%。 

7、南京康尼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10 月 16 日 

注册号：91320192MA1RACU01P 

法定代表人：唐卫华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11 号 

经营范围：电气技术及相关产品、新能源设备、轨道交通设备研发、生产、

销售、技术服务、系统集成；软件技术研发、销售；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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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康尼科技持有其 55%的股权，马涛等 10 位自然人持有其 45%的

股权。 

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康尼电气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

资产为 1,704.53 万元，净资产为 1,182.72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14.58

万元、净利润 278.41 万元，资产负债率 30.61%。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与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签署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

生的担保金额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8 年度，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为 106,000.00 万元。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2,223.09 万元，占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71%，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公司全资子公

司龙昕科技违规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91,270.3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2.22%，系龙昕科技原董事长廖良茂利用职务便利私自违规以龙昕科

技名义对外提供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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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该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银行授信等提供不

超过 52,000.00 万元的担保、康尼科技为康尼环网不超过 2,000.00 万元，为康尼

电气提供的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担保是根据全资、控股子公司在其日常运

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而作出的决策，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未损

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本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规章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独

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子公司申请和使用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以及康尼科技为康

尼环网提供担保。本次担保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认为： 

1、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因康尼新能源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2、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公司控股子公司

之间提供的担保。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符合上市公司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国泰君安对本次康尼机电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