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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

临时会议、2018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为控股子

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 2019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相

关公告编号：2018-196，2018-197）。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临时会议决

议、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爱康实业提供担

保的议案》（相关公告编号：2019-089）。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相关公告编号：2019-128）。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变更担保额度范围内融资机构的议案》（相关公告编号：2019-138）。

根据上述议案及公告，公司拟为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爱

康光电”）向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70,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

资提供担保；为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向金融机

构或非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55,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提供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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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金融机构或非金融

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00,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提供担保；为海城爱康电力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爱康”）向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3,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提供担保。 

近日，公司接到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的申请，为满足其日常经营需求，

苏州爱康光电向上海华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能”）申请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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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融资服务，金额为 1,249.29 万元，苏州爱康光电与上海华能签订《采购合同》，

根据公司与上海华能签订的《担保函》，提供保证金额最高限度为 1,250 万元。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爱康实业的申请，为满足其日常经营需求，爱康实业向包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商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业务，金额为

5,000 万元，爱康实业与包商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根据公司与包商银

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保证金额最高限度为 5,000 万元。 

公司接到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申请，为满足其日常经营需求，能源工程向上

海华能申请供应链融资服务，金额为 910.13 万元，能源工程与上海华能签订《采

购订单》，根据公司与上海华能签订的《担保函》，提供保证金额最高限度为 1,000

万元。 

公司接到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海城爱康的申请，为满足其日常经

营需求，海城爱康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天成”）申请

融资租赁业务，金额为 3,000 万元，租赁期限为 12 年，海城爱康与华能天成签

订《融资租赁合同》，根据公司与华能天成签订的《保证合同》，提供保证金额最

高限度为金额为 3,000 万元。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

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11月 0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5642711133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塘西路 110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家兵 

注册资本 100,848.04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研究、开发、生产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自产产品；从事太

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晶体硅材料、太阳能应用产品的批发及进出

口业务；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运营；电力设备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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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爱康科技持有 100% 

关系说明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 1-6 月 

总资产 241,502.31 192,410.65 

净资产 67,942.96 56,936.38 

营业收入 129,414.94 77,533.54 

净利润 10,822.05 1,111.36 

2、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 03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7990947056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北侧 1 幢 203 室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主营业务 

金属模具的生产、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

LED 照明设备组装及相关技术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贸易，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饰

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能源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

术服务；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办公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服

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财税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珠宝首饰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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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邹承慧持有 100% 

关系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 1-6 月 

总资产 324,278.60 326,910.61 

净资产 124,840.47 127,191.29 

营业收入 171,530.03 125,054.88 

净利润 2,710.14 2,350.83 

3、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 09月 0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05347164XE 

注册地址 张家港杨舍镇（塘市街道）金塘西路北侧 1幢 

法定代表人 吴飞 



注册资本 13645.8333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营业务 

能源工程技术服务；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EPC工程管理服务；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能源领

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太阳能光伏产品销

售；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LED 照明设备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经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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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张家港爱康新能源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持有 51.87%，张家港爱康

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0.73%，爱康科技持有 47.4%， 

关系说明 控股股东爱康实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 1-6 月 

总资产 447,165.16 391,583.74 

净资产 95,877.91 95,896.60 

营业收入 137,521.96 20,280.89 

净利润 13,990.09 -513.04 

4、海城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海城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 09月 0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381MA0QFGWBXU 

注册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英落镇前英居委会二楼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 虞立涛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光伏产品销售；能源工程技术服务；新能源发电工程设

计；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EPC 工程管理服务；机电设备（供电设备除

外）安装工程、施工；农作物、花卉、食用菌的销售；农副产品的收购、

销售；农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广告设计、制作；从事农业观光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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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能源工程持有 100% 

关系说明 控股股东爱康实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 1-6 月 

总资产 18,082.68 18,942.18 

净资产 2,318.43 3,232.79 

营业收入 3,034.96 1,570.06 

净利润 1,870.43 914.36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信用等级良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 年 10 月 8 日，公司与上海华能签订《担保函》，为苏州爱康光电申请

供应链融资服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金额限度为 1,250 万元，担保期限

为自采购合同中被担保方付款义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上述最高金额限度为授

信额度，在担保期限内，采购付款之后，担保余额可以循环使用； 

近日，公司与包商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爱康实业申请本次流动

资金借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金额限度为 3,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近日，公司与上海华能签订《担保函》，为能源工程申请供应链融资服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金额限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采购合同中被

担保方付款义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一年； 

同时，公司与华能天成签订《保证合同》，为海城爱康申请本次融资租赁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金额限度为 3,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约

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为苏州爱康光电申请 1,249.29 万元的供应链业务融资业务提供 1,250

万元担保，为爱康实业申请5,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业务提供5,000万元担保，

为能源工程申请 910.13 万元的供应链融资业务提供 1,000 万元担保，为海城爱康

申请 3,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3,000 万元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在对苏州爱康光电、爱康实业、能源工程和海城爱

康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

础上，董事会认为苏州爱康光电、爱康实业、能源工程和海城爱康的偿债能力良

好，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江苏爱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次对爱康实业担

保提供反担保，公司控股股东爱康实业为本次对能源工程担保提供反担保，能源



工程为本次对海城爱康担保提供反担保，提高了本次对外担保的安全边际。鉴于

苏州爱康光电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故未提供反担保。 

2、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公司风控及资金部指定专门人员持

续关注上述被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定

期分析其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立

合并、法定代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并向董事会报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申请对外担保额度 1,436,229.0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244.79%。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 754,198.22 万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247,365.59 万元；其他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06,832.63 万元。以上担保

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28.55%。若包含本次担保，累计

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30.29%。公司无逾期的对外

担保事项，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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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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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8日，公司与上海华能签订《担保函》，为苏州爱康光电申请供应链融资服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金额限度为1,25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采购合同中被担保方付款义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上述最高金额限度为授信额度，在担保期限内，采购付款之后，担保余额可以循环使用；
	近日，公司与包商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爱康实业申请本次流动资金借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金额限度为3,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近日，公司与上海华能签订《担保函》，为能源工程申请供应链融资服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金额限度为1,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采购合同中被担保方付款义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一年；
	同时，公司与华能天成签订《保证合同》，为海城爱康申请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金额限度为3,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为苏州爱康光电申请1,249.29万元的供应链业务融资业务提供1,250万元担保，为爱康实业申请5,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业务提供5,000万元担保，为能源工程申请910.13万元的供应链融资业务提供1,000万元担保，为海城爱康申请3,000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3,000万元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在对苏州爱康光电、爱康实业、能源工程和海城爱康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董事会认为苏州爱康光电、爱康实业、能源...
	2、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公司风控及资金部指定专门人员持续关注上述被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定期分析其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立合并、法定代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并向董事会报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申请对外担保额度1,436,229.0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244.79%。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54,198.22万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7,365.59万元；其他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06,832.63万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128.55%。若包含本次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130.29%。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