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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9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 2019-067 

债券代码：136317       债券简称：15 智慧 01 

债券代码：136441       债券简称：15 智慧 02 

债券代码：143016       债券简称：17 智慧 01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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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能源”或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包括将设立、收购的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本次担保额度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含子公司，下同）

拟为各全资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71.5 亿元（人民币，下同）的担保，为各控

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8.5 亿元的担保。截至 2019 年 3 月末，公司及子公司

对外担保余额为 47.67 亿元（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该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若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将要求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 

●公司目前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为各全资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71.5 亿元的担保（包括将设立、收购的

全资子公司），为各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8.5 亿元的担保（包括将设立、

收购的控股子公司），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同时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

代理人办理对外担保的具体事宜。本次申请担保额度合计 80亿元，比 2018年度

申请的担保额度减少 11%，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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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人 

截止 2019年 3月末 

担保余额 
本次申请担保额度 

1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197,833.41 250,000 

2 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69,035.08 130,000 

3 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0 20,000 

4 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93,000.00 150,000 

5 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20,000.00 45,000 

6 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3,000.00 45,000 

7 北京京航安机场工程有限公司 0.00 35,000 

8 水木源华电气有限公司 3,000.00 20,000 

9 远东通讯有限公司 0.00 10,000 

10 其他 0.00 10,000 

 小计（全资子公司） 435,868.49 715,000 

1 圣达电气有限公司 27,100 55,000 

2 安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0,732 20,000 

3 其他 2,950 10,000 

 小计（控股子公司） 40,782 85,000 

 合计 476,650.49 800,000 

注：担保人为公司及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组织。 

公司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上述对被担保人各自的担保额度内，对不同的被

担保人相互调剂使用预计额度，亦可对新成立或收购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或其他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组织分配担保额度。在此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法定

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担保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不

需要单独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他有少数权益参股

的组织提供超过股权比例的担保时，其他主要股东应提供相应比例的反担保。 

本担保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担保额度内发生的担保事项公司将及时对外公告；若在授权期限内发生

超过上述额度的担保事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另行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简称“远东电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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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希兰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电缆附件、电缆用材料、电力电气、电工器材的制

造、销售；电缆盘加工、销售；电线电缆制造工技能等级鉴定；贵金属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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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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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简称“新远东电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87,108.8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范兴路209号 

法定代表人：蒋华君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高、低压开关及输变电设备的制造；电工器材、化

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机械、机械、电子设备的销售；贵金

属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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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远东复合技术”）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61,941.711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范兴路200号 

法定代表人：陈静 

经营范围：树脂复合材料、合成纤维、电线电缆、电缆附件的制造、销售；

电缆盘木盘的加工、销售；电线电缆、电缆材料、电缆附件、电力金具技术的开

发、推广、转让、咨询、服务；电力规划设计、电力投资建设、电力管理系统集

成服务；电线电缆制造设备及检测设备、计算机软件的服务、系统维护、数据处

理；市场调查；社会经济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法律咨询；会计、审计及税务咨

询；会议及展览服务；项目投资管理（仅限公司自有资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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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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远东福斯特”）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蒋承志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离子动力电池（组）、锂离子储能电池（组）、

新型电池、电芯、电池材料、电动车辆、电动自行车、环卫专用设备、驱动控制

技术等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及相关服务；汽车租赁；电线电缆、

电线电缆设备及附件、电力系统集成、储能电池和分布式储能、配电设备、变压

器等的销售；计算机软件研发与销售；从事自营物资、技术进出口业务；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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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简称“福斯特江苏”）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蒋承志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离子动力电池（组）、锂离子储能电池（组）、

氢燃料电池、电池材料（除危险化学品）、电动自行车、环卫专用设备、铜箔、

电子驱动控制技术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及其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新型电池的技术研发、设计；充电桩、充电柜、储能电站的运营

与维护；汽车租赁、销售；计算机软件研发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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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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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能电力”）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塘浜路103号287室C座 

法定代表人：蒋承志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设计及咨询、工程项目管理（以上凭资质），合同能源

管理，工程设备及材料、计算机软件的研发、销售，对电力行业的投资，投资管

理，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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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北京京航安机场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京航安机场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京航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13号信息大厦1312室 

法定代表人：张胤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技术开发及转让；技术服务；经济贸易

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八）水木源华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水木源华电气有限公司（简称“水木源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丰路5号院1号楼301 

法定代表人：蒋华君 

经营范围：电力监控通讯装置与自动化系统软硬件产品的开发、制作；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施工总承包；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

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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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代理进出口；制造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环网柜、箱式开闭所、柱上开关、

低压综合配电箱、一体化柱上变台套、电子式互感器及配电自动化终端控制设备、

直流充电机、交流充电桩等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机器人与自动化设备、无人驾驶

航空器与自动化设备、无线数据传输系统的软硬件（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九）远东通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远东通讯有限公司（简称“远东通讯”）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华远路1号 

法定代表人：蒋华君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零售；光纤光缆、光电子器件、电子产品、通讯设备、

机电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安装服务；安全监测系统的研发和销售；金属材

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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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圣达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圣达电气有限公司（简称“圣达电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000万元 

注册地址：泰兴虹桥工业园区六圩港大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蒋华君 

经营范围：电缆附件、电力金具制造、销售；铜箔制造、销售；纯铜接触

线、铜合金（银、锡、镁）接触线，铜合金绞线、银铜合金杆、合金铜杆、铜管、

异型铜排棒坯、特种电缆、空芯导线、铜包钢线加工、制造；电缆安装技术的咨

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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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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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安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安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缆”）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天长市安缆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朱长彪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电缆附件、金具、电缆用材料、波纹管、电缆盘、

电力电气设备、电工器材、木材制品、仪器仪表、开关控制柜、电伴热带的制造、

销售；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水电安装工程；锂电池销

售；互联网及信息工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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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持股比例 

被担保人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远东电缆 100.00% 643,822.67 155,958.29 1,289,257.59 14,649.63 75.78% 

新远东电缆 100.00% 357,792.48 132,972.39 848,317.37 19,913.55 62.84% 

远东复合技术 100.00% 97,332.19 82,784.47 63,292.78 6,657.60 14.95% 

远东福斯特 100.00% 249,690.44 63,460.87 106,519.55 -7,425.42 74.58% 

福斯特江苏 100.00% 59,948.76 -2,716.57 - -2,008.73 104.53% 

艾能电力 100.00% 107,971.58 16,672.30 36,787.71 -7,460.35 84.56% 

京航安 100.00% 107,671.51 42,716.63 113,557.88 17,027.17 60.33% 

水木源华 100.00% 56,924.07 25,277.77 25,442.68 -2,592.59 55.59% 

圣达电气 75.00% 50,276.79 3,805.24 52,638.70 -2,256.81 92.43% 

安缆 70.13% 83,181.40 30,048.53 119,009.09 3,400.99 63.88%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将由公司与包含但不限于银行、信

托、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公司将根据担保协议的签订和具体

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各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需求，确保子公司

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对其具有管控权或重大影响，被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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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风险整体可控，且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他有少数权益参股的组织提供超过股权比例的担保时，其他主

要股东应提供相应比例的反担保，此反担保可相应保障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

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发表意见：根据2019年整体

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及融资情况，公司（含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

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需求，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均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公司对其有管控权或重大影响，担保风险可控。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2019年3月末，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476,650.49万元（均为对

子公司的担保），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98.14%，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