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西

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特电机”、“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江特电机和兴业

证券签署的《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

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之保荐协议》等文件的有关约定，对江特电

机关联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特电机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宜春市袁州区国投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

司控股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公司相关子公司为公司委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并同意公司及关联方为该笔委托贷款提供

担保的事项。概况如下： 

宜春市袁州区国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委托人”）作为

委托人，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为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江特电机”）发放委托贷款人民币 3 亿元，贷款期限 120

天，贷款利率依据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袁府办字[2018]200 号”

文确定为日利率万分之三。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特电气集团”）拟以其信用为公司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实际控

制人朱军、卢顺民拟其信用为公司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董事兼副总

裁罗清华、总裁梁云、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闵银章、财务总监杨晶分别拟为公司

该笔借款提供约 5倍于个人年薪的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应委托人要求，公司拟以名下子公司江西江特电机有限公司、杭州米



 

 

格电机有限公司、江西宜春客车厂有限公司股权全额质押给国投公司作为质押担

保；拟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下部分固定资产和采矿权提供抵押担保。 

其中，国投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曹少鹏同时担任公司董事，且国投公司为公司

主要股东之一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国投公司为

公司关联方；拟提供担保的朱军、卢顺民、江特电气集团、罗清华、梁云、闵银

章、杨晶均为江特电机的关联方。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本次委托贷款及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委托贷款及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国投公司（本次委托贷款的委托人）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宜春市袁州区国投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7 月 19 日 

注册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袁州大厦 4 楼 

法定代表人 曹少鹏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作为袁州区城市建设投融资主体，负责本区范围内国有资产的

项目投资、项目融资、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袁州新城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与融资，医药园区和机电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与

融资，农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与融资。对区政府授权的国

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资本运营、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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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袁州区范围内国有资产的项目投资、项目融资、资产经营和资

本运作 

与江特电机的关联关系 江特电机的关联方 

（2）股权结构： 

因宜春市袁州区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且两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5%，故国投公司视作公司持股 5%

以上主要股东的控股股东，相关股权结构如下： 



 

 

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政府

袁州区城市建设专项

资金管理办公室

宜春市袁州区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

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

产管理局

宜春市袁州区国投集

团有限公司

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

产运营有限公司

下属机构 下属机构

100%

100%

100%

江特电机（上市公司）

2.78% 3.38%

 

（3）财务概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上半年/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213,199.58 1,927,860.46 

所有者权益 752,109.99 683,368.25 

营业收入 4,772.66 52,771.8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306.38 23,683.97 

注：2018 年度数据、2019 年上半年数据未经审计。 

2、提供担保的关联方 

（1）拟提供担保的关联方之间的股权结构关系： 



 

 

江特实业

江特电气集团

57.43%

朱军

50%

卢顺民

50%

江特电机（上市公司）

0.06%

江特电机公司 宜春客车厂

14.12%

100% 100%

米格电机

100%

 

（2）江特电气集团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5 年 4 月 22 日 

注册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环城南路 583 号 

法定代表人 卢顺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6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电气机械及器材、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工器材、风机、泵、

矿山机械、冶金机械制造、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

产品、矿产品、建材的销售；房屋及设备租赁；技术服务；电

力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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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电气控制设备、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 

与江特电机的关联关系 江特电机控股股东 

②财务概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上半年/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74,920.74 56,378.42 

所有者权益 35,067.91 11,362.48 



 

 

营业收入 2,822.47 4,651.91 

净利润 618.27 -23,471.58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③拟提供反担保的财产 

江特电气集团拟根据经审议后的相关原则并结合实际签订的担保协议，以其

100%股权为公司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关联自然人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朱军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卢顺民 董事、实际控制人 

罗清华 董事、副总裁 

梁云 总裁 

闵银章 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杨晶 财务总监 

③拟提供反担保的财产 

关联自然人拟根据经审议后的相关原则并结合实际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公司

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三、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委托贷款事项系由国投公司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为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人民币 3 亿元，贷款期限 120 天，贷款利率依据宜春市袁州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袁府办字[2018]200 号”文确定为日利率万分之三，

符合当地市场情况。本次关联方及公司为该笔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120 天，担保总额为 3 亿元。 

本次委托贷款及担保事项目前尚未签订具体协议。相关各方将依据经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原则后，结合各公司的实际担保情况签订具体协议。 

四、公司累计担保金额、逾期担保的数量及本次预计担保金额 

截止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22.13 亿元，占 2018 年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合并范围）的 61.43%，其中经审议的为子公司担

保金额为 18.13 亿元，与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0590.SH）的协议互保金额

为 4.00 亿元。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除已披露的对外担保事项之外，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

表范围之外的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次关联方及公司为该笔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120 天，担保总额

为 3 亿元。实际由公司履行担保的金额将以相应协议的签订及具体执行情况为准。 

五、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累计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850.31 万

元。 

六、交易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董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改善

公司现金流。关联方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担保，并未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控制、并敬请投

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2019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宜春市袁州区国投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

司控股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公司相关子公司为公司委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议案涉及

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该议案表决。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认为： 

“经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宜春市袁州区国投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委托贷款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给公司提供现金流，缓解资

金压力，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

于宜春市袁州区国投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经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控股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为公司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控股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

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担保，并未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公

司控股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拟为公司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认为： 

“本次公司与宜春市袁州区国投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为该

笔贷款提供关联担保事项系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在一定程度可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

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兴业证券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董事会文件、查询了江特电机截至

2019 年 9 月 2 日实际履行的担保情况。经核查认为：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担保。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改善公司现金流。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并未收取

任何费用，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金额为 3 亿元，具体内容将以实际协商签订的协议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江特电机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但该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江特电机拟进行

的此次关联交易无异议，并敦促公司严格控制担保风险、若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出现重要变化需予以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方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刘亚利               黄实彪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