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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担保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2019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包括

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担保形式包括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担

保等。  

 担保及被担保对象：公司、子公司。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事项概述 

根据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母公司”）及合并报表

范围内下属公司2019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计划的资金需求，公司及下属公司

拟向银行和其他融资机构申请融资额度不超过12.2亿元人民币，上述融资可能涉

及公司为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有条件的下属公司为公司的其他下属全资、控股

公司或母公司提供担保。为有序落实融资担保事项，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2019年度融资行为可能涉及的公

司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下属控股公司之间的担保和下属公司为母公司提供

担保的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拟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8亿元，该担保额度包

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对象名称 与公司关系 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 

1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40,000 12个月 

2 福建中能电气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0 12个月 

3 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000 12个月 

4 
上海熠冠新能源有限公司（包括

下属项目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 

12个月—96个

月 

5 大连瑞优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 12个月 

6 中能祥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 12个月 

合计 - - 98,000 - 

上述担保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已于2019年4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19年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担保自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至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时授权董事长陈添旭先生在本次授权有

效期内代表公司与银行及其他融资机构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及额度内相关的合同、

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 

上述担保额度内的单笔担保不再上报董事会进行审议表决，年度内担保金额

超过上述范围的，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执行。公司根据实施情况

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2年12月2日 

2、住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工业区金洲北路 

3、法定代表人：陈添旭 

4、经营范围：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线电缆及电工器材的研发、生产加工、 



 

批发、零售、技术咨询、技术维护及设备安装；国内一般贸易、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贸易（不含进口分销）；软件开发与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能源微电网的建设、

经营；机械设备租赁；电力工程和新能源领域的工程技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电站的建设、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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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586,152,302.35  1,474,103,110.05  

净资产 707,735,423.43  691,124,670.89  

财务指标 2018 年 1-12 月 2017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327,813,113.70  309,595,429.11  

营业利润 19,821,227.44  -34,194,928.30  

净利润 22,021,602.54  -24,704,119.95  

（二）福建中能电气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年01月30日 

2、住所：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路街道周店村） 

3、法定代表人：陈添旭 

4、经营范围：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线电缆及电工器材的研发、生产、销

售、技术咨询、技术维护及设备安装；软件开发与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能源微电

网的建设、经营；机械设备租赁；电力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电站的建设、经

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设计、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投资建设、生产

运营；电力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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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94,114,471.46  922,265,938.84  

净资产 297,355,526.72  303,829,322.07  

财务指标 2018 年 1-12 月 2017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517,302,671.52  442,914,719.30  

营业利润 -4,625,075.88  -11,863,151.94  

净利润 -2,131,895.35  -10,795,165.76  

（三）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1996年11月04日 

2、住所：武昌区积玉桥街和平大道716号武汉航天首府15栋41层6室 

3、法定代表人：陈添旭 

4、经营范围：电器控制设备、机电仪表、电气成套设备制造和批发零售。；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承装四级（修、试）

电力设施业务。 

5、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49,664,892.29  325,666,221.37 

净资产 119,935,061.41  121,586,844.88 

财务指标 2018 年 1-12 月 2017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00,198,724.99  224,583,367.42 

营业利润 -1,542,241.63  6,034,338.53 

净利润 -899,533.47  5,250,023.25 

（四）上海熠冠新能源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5年08月11日 

2、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889号2幢C225室 

3、法定代表人：陈添旭 

4、经营范围：从事新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电力工程（除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机电设备及配件、电线

电缆、五金交电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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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78,935,801.98  515,299,592.98 

净资产 126,063,242.47  118,690,129.68 

财务指标 2018 年 1-12 月 2017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67,750,466.31  54,907,042.80 

营业利润 11,147,919.13  9,105,377.33 

净利润 11,895,580.23  8,680,892.77 

本次对上海熠冠新能源有限公司担保包括对其下属控股公司的担保。 

（五）大连瑞优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5年04月15日 

2、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101号北塔13层2号 

3、法定代表人：陈熙 

4、经营范围：电力能源技术的研发、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咨询服务；电缆

附件、电线电缆、光伏设备及元器件的研发；经济信息咨询；电力设备的技术开

发及批发；货物、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电力工程、电力自动化系统工

程、环境保护工程、市政工程、交通工程的设计、施工；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

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鲜冻畜禽产品的批发兼零售；展览展示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取得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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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74,394,365.65  159,763,783.22 



 

净资产 94,585,215.94  80,939,284.10 

财务指标 2018 年 1-12 月 2017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97,528,400.92  99,107,342.87 

营业利润 18,171,446.33  33,163,256.94 

净利润 13,645,931.84  23,989,378.10 

（六）中能祥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2年03月20日 

2、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铜盘路95号三层311室 

3、法定代表人：贾朝晖 

4、经营范围：电力工程、机电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通信工程（不

含无线发射装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市政公用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

防设施工程、建筑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铁路工程、铁路电气化工程施工；

电力、热力供应；售电业务；能源技术咨询服务；能源技术研究、开发；电力设

备承装、承修、承试；电力系统及电力设备运营、维护、检修；电力工程设计及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物资、设备贸易；建筑劳务分包；财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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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51,236,629.55 

净资产 24,788,503.24 

财务指标 2018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47,700,416.87 

营业利润 6,695,738.94 

净利润 5,056,409.41 

中能祥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2018年6月收购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前述担保事项暂未发生、暂未就上述担保计划与银行和其他融资机构

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有助于公司及子公司高效筹集资金，满足日常资金需要，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同时上述担保发生在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全资子公

司的经营情况，对相关子公司具有控制权，且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

和程序，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董事会同

意本次担保行为，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上述相关事宜。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19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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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下属公司未发生为除合并范围内的第三方提供担

保的情形，公司及下属公司已审批对外担保额度51,192.54万元，实际担保余额

38,609.18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8.32%。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的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涉及公司对外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和合并范围下属公司，信誉状况良

好，信用风险较低；公司对相关下属公司具有控制权，且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

保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下属

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和当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通过对外担保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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