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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2019-017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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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 

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 

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汽车有限公司 

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宁波永杉贸易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福建常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常青新能源”）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105.665亿元（币种为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对参股公司提供的关联担保总额度

为0.75亿元人民币。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

对外担保余额为267,819.12万元（含合并范围内互相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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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上述担保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法定代表

人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

理办法》（2016 年修订）等有关制度规定，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9 年拟提供担保额度具体如下（币种为人民币或

等值外币）： 

（一）母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77,050万元； 

2、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不超过30,000万元； 

3、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不超过30,000万元； 

4、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46,000万元；  

5、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41,600万元； 

6、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不超过15,000万元； 

7、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12,000万元； 

8、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10,000万元； 

9、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不超过10,000万元； 

10、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不超过14,000万元； 

11、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超过150,000万

元； 

12、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超过100,000万元； 

13、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28,000万元； 

14、宁波杉杉汽车有限公司不超过3,000万元； 

15、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利卡”）及其控股

子公司不超过120,000万元； 

16、宁波永杉贸易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超过6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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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属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不超过120,000万元担保。 

（三） 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额度： 

1、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新能源”）为湖南杉杉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能源”）提供不超过8,000万元担保（杉杉

能源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新能源系杉杉能源全资子公司）； 

2、 杉杉能源为杉杉新能源提供不超过90,000万元担保； 

3、 杉杉能源为其全资子公司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52,000

万元担保； 

4、 尤利卡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40,000万元担保。 

（四）下属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提供关联担保额度： 

杉杉能源为其参股公司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不超过7,500万元人民币担保。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杨峰先生任福建常青新能源董事，公司副总经理

李智华先生任福建常青新能源副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杉杉能源为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的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本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杨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经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提供上述担保，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度（即上述（一）至（三））为105.665亿元（币种为人民币或等值外

币），对参股公司提供的关联担保总额度（即上述（四））为0.75亿元人民币。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期限为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上述担保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基本情况 

1、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122,764,986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777号（杉杉大厦）801室，法定代表人：庄巍，

经营范围：服装、针织品、皮革制品的批发、零售；商标有偿许可使用；自营和

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http://www.qichacha.com/pl_pc9f5d599bdff480824cab8a9190bb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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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锂离子电池材料的批发、零售；房屋租赁；实业项目投资（未经金融等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

融业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服装、针织品、皮革制品、锂离子电池材料的

制造、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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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7,884.5492万元人民币，

公司间接持有其68.64%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

谷麓天路17-8，法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新材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

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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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有

其68.64%，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宁乡金洲新区金洲大道东166号，法

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新能源、新材料、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

发、生产、加工、销售及相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

家限制公司经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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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

有其68.64%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长城路以西、

世纪大道以北长城路33号，法定注册人：李智华，经营范围：动力型锂电材料的

生产及销售；新材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发、生产、

加工、销售；镍酸锂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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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3,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

接持有其82.5%股份，上海杉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7.5%股份，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聚才路1号，法定代

表人：姜宁林，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炭素材料的研究开发、制

造、加工及批发、零售；锂离子电池材料的批发、零售；机电产品、五金工具的

销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

技术除外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

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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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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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有其

82.5%股份，上海杉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7.5%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曹路镇金海路3158号2幢，法定代表人：李凤凤，经营

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炭素材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自行开发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资，仓储（除危险品），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

易，附设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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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有

其82.5%股份，上海杉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7.5%股份，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注册地址：资兴经济开发区江北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刘军强，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材料、电子产品、碳素制品、石墨制品及其它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制

造、销售、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

易，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附设分支机构。

（国家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涉及前置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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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有其

82.5%股份，上海杉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7.5%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大甲镇大甲村（大甲工业集中区第十期1号

宗地），法定代表人：刘铁军，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碳素材料

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资；

仓储（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三来一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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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

持有其82.5%股份，上海杉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7.5%股份，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湖州市港南路1800号，法定代表人：吕猛，经营范围：新

能源技术的研发，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生产，销售自产产品，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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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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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

接持有其100%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东莞市南城区亨美水濂澎峒

工业区二期厂区5厂房，法定代表人：王澄海，经营范围：研发、加工、产销：

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批发（不设储存）碳酸（二）甲酯、乙酸乙酯、碳酸（二）乙酯（凭有效

许可证经营）；危险货物运输（凭有效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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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

接持有其60.95%股份，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35.0%股份，洛阳森蓝化工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4.05%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衢

州市柯城区华荫北路62号，法定代表人：郭力，经营范围：年产：六氟磷酸锂、

氟气（中间产品）、五氟化磷（中间产品），锂电池电解液；年副产：氟/氮混合

气（含氟气20%V/V）、40%氢氟酸（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化工原料

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锂离子电池材料研发、销售；有色

金属、矿产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

的凭许可证经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衢州市柯城区念

化路8号2幢201室从事年产：六氟磷酸锂、氟气（中间产品）、五氟化磷（中间产

品），锂电池电解液；年副产：氟/氮混合气（含氟气20%V/V）、40%氢氟酸（凭有

效《安全生产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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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5,934万元人民币，

公司间接持有其41.60%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

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路深圳国际文化大厦3001室，法定代表人：庄巍，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非银行融资类)；国

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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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

其100%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

http://www.qichacha.com/firm_fed49b84f2787acc27d2285fa68c6861.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0a4ffd5f1ead6365287ad76dd0291aaa.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0a4ffd5f1ead6365287ad76dd0291aaa.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0a4ffd5f1ead6365287ad76dd0291aa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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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1幢401室A区A1018，法定代表人：宫毅，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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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44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

其67.47%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

园区云林中路238号，法定代表人：骆叶飞，经营范围：品牌运营管理；品牌策

划；服装、针纺织品、皮革制品、劳动防护用品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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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宁波杉杉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其100%

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云林中

路238号，法定代表人：陈琦，经营范围：汽车、汽车零部件、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辆的技术研发、制造、销售、技术咨询服务、售后服务、技术转让；商务

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汽车检测；汽车租赁服务；汽车维修；房屋租赁；

新能源充电设备及汽车动力电池的批发、零售、租赁；矿山工程、土石方工程的

设计、施工；工程机械设备租赁、销售；工程专用车辆租赁、销售；装卸服务；

场地清理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

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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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4,375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其90.035%股份，王明来、袁南园等14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其9.965%，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杉杉路181-197

号，法定代表人：王明来，经营范围：太阳能、风能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及

转让；太阳能、风能发电设备及配件、半导体材料的制造、加工及销售；电力工

程、建筑工程、送变电工程、新能源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

外，不含进口商品分销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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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宁波永杉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公司持有其100%股

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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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办公楼4240室，法定代表人：杨峰，经营范围：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

制毒化学品）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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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福建常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吉利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其40%股份，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份，杉杉能源持有

其30%股份，为公司参股公司，注册地址：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蛟洋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余卫，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2日，经营范围：电池、新材料、新

能源主营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以及相关技术服务；电池、废

旧电池、塑料及含有镍、钴、锰、锂、铜、铝的有色金属废物的回收、利用和销

售；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杨峰先生任福建常青新能源

董事，公司副总经理李智华先生任福建常青新能源副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三）”对关联法人的认定，福建常青新能源为

公司关联法人，杉杉能源为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的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被担保对象 2018年主要财务数据一览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1,199,161.88 427,138.25 220,000.00 381,031.53 772,023.63 19,565.62 70,541.82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3,696.40 35,584.82 0.00 34,595.01 328,111.58 135,093.89 14,246.64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 249,601.81 167,814.79 0.00 162,164.22 81,787.01 335,065.02 31,798.90 

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 130,619.18 81,573.18 34,420.00 44,050.53 49,046.00 45,923.38 5,362.09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18,593.08 110,684.81 2,000.00 109,490.04 107,908.27 170,588.92 14,213.87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134,391.06 84,542.05 0.00 84,436.05 49,849.01 217,045.15 11,506.57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25,826.79 11,586.55 0.00 10,389.74 14,240.24 13,667.95 3,644.67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26,899.76 7,854.68 0.00 5,891.09 19,045.09 566.15 -804.91 

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 24,160.72 14,066.56 7,000.00 13,688.51 10,094.16 30,602.85 579.39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31,369.70 10,453.93 1,400.00 10,305.84 20,915.77 26,721.95 1,460.19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 68,538.77 58,105.48 23,373.89 34,627.59 10,433.29 20,946.90 -6,928.25 

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54,945.19 109,838.08 38,946.53 81,893.02 45,107.12 10,563.58 3,108.85 

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1,074.89 9.59 0.00 9.59 51,065.31 0.00 189.21 

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100,524.50 73,177.26 26,000.00 73,177.26 27,347.25 75,425.74 3,353.33 

宁波杉杉汽车有限公司 22,258.21 691.45 0.00 599.64 21,566.76 888.22 -1,4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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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9,147.20 73,515.03 16,440.00 73,054.39 25,632.17 79,827.28 1,914.66 

宁波永杉贸易有限公司*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参股公司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福建常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594.90 5,258.22 0 258.22 2,336.67 226.55 -163.33 

说明：经审计数据。部分合计数与各相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小数点四舍

五入造成。 

1、湖州创亚动力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9年更名为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宁波永杉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8年内仅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于 2019 年到位。 

 

    三、董事会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意见 

1、对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全年额度，主要系在担保风险可控范

围内，综合考虑各公司生产经营、筹融资活动的实际需要。 

2、杉杉能源为参股公司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的担保额度系根据参股公司日

常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利于福建常青新能源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提高其经济

效益。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提供上述担保。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2019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的担保全年额度是根据公司及各子

公司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公司及各子公司高效、顺畅地筹

集资金,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杉杉能源为参股公司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的担保额度系根据参股公司实

际业务开展的需要，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福建常青新能源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

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

法有效。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579,974.57万元（含合并范围内互相担保），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

对外担保额为267,819.12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54.17%和25.01%，无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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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报备文件 

（一）被担保人 2018年度财务报表 

（二）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