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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2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 2019-040 

转债代码：110051          转债简称：中天转债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2019 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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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江东

科技有限公司、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江苏中天科技电缆附件有限公司、中天

海洋系统有限公司、中天科技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

司、中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中天轻合金有限公司、中

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中

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中天合

金技术有限公司、江东合金技术有限公司、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江东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江苏中天伯乐达变压器有限公司、苏北光缆有限公司、中天世贸有

限公司、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天科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中

天科技巴西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印尼有限公司、得美电

缆有限公司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

号 
被担保人 本次担保金额 累计担保余额 

1 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 72,500 72,500 

2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 11,000 11,000 

3 江东科技有限公司 21,000 21,000 

4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 291,500 291,500 

5 江苏中天科技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6,000 6,000 

6 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 9,000 9,000 

7 中天科技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13,000 13,000 

8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9 中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5,000 5,000 

10 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 58,400 58,400 

11 中天轻合金有限公司 6,500 6,500 

12 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 21,000 21,000 

13 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 47,300 4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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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38,000 38,000 

15 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26,000 26,000 

16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32,300 32,300 

17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 61,500 61,500 

18 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26,400 26,400 

19 江东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4,080 4,080 

20 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61,000 61,000 

21 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57,080 57,080 

22 江苏中天伯乐达变压器有限公司 19,000 19,000 

23 苏北光缆有限公司 8,000 8,000 

24 中天世贸有限公司 160,220 160,220 

25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90,100 190,100 

26 中天科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88,110 88,110 

27 中天科技巴西有限公司 16,800 16,800 

28 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 59,630 59,630 

29 中天科技印尼有限公司 38,384 38,384 

30 得美电缆有限公司 31,000 31,000 

合计 1,519,804 1,519,804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2019 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没有反担保。 

 公司没有逾期的对外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2019 年，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或“公司”）主营

业务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部分控股子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主营产品的技改、

扩产项目和新项目的投资建设，开展各类研发项目，建设和完善市场销售和服务

体系，主营产品生产、销售规模日益扩大，海外业务和贸易快速发展。为满足控

股子公司对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实际需要，公司拟为其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本次为控股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总金额为 1,519,804 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1、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应参会董

事 9 名，实际参会董事 9 名，一致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2019 年

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决议为部分控股子公司 2019 年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担保总金额为 1,519,804 万元。 

2、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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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12月24日 

注册地：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开南路（经营场所：南通开发区齐

心路105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射频同轴电缆、漏泄同轴电缆、对称通信电缆、信号电

缆、控制电缆、高温同轴缆、高温线缆、连接器、跳线组件、集束组件、避雷器、

馈线卡及其配套附件；移动通信用无源设备和相关辅材，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涉

及许可经营的除外）：上述各类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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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96,002.75万元，总负债31,608.60万元，净资产

64,394.15万元，资产负债率32.92%；2018年营业收入85,370.56万元，净利润

4,216.48万元。 

2、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41,232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27日 

住所：南通开发区中天路6号 

经营范围：光纤预制棒，特种光纤、光缆，普通光纤、光缆，电线电缆，特

种电缆、铝包钢、铝合金成缆制造、销售及其配套器件与工程设计、安装、施工；

机械设备加工、制造、销售；销售各类光固化涂层及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软硬件的开发、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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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31,938.91万元，总负债38,427.43万元，净资

产93,511.48万元，资产负债率29.13%；2018年营业收入193,965.25万元，净利润

31,060.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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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忠 

注册资本：4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08日 

住所：如东经济开发区嘉陵江路188号 

经营范围：光纤预制棒、特种光纤、光缆、普通光纤、光缆、电线电缆、特

种电缆、导线、铝包钢、铝合金成缆、电力金具、绝缘子、有源器件、无源器件

及其他电子器件、通信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及其配套器件与工程设计、

安装、施工、技术服务；机械设备加工、制造、销售；销售各类光固化涂层（危

化品除外）及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代收电费服务；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22,558.76万元，总负债67,112.07万元，净资

产55,446.69万元，资产负债率54.76%；2018年营业收入66,885.13万元，净利润

9,019.80万元。 

4、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53,60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9日 

住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开南路1号（经营场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新开南路1号，南通开发区齐心路109号）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及其附件（海底光缆、海底电缆、海底光电复合缆、拖

曳缆、脐带缆及各复合海底线缆、交流电缆、直流电缆、架空绝缘电缆、控制电

缆、架空导线、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接头盒、金属及塑料制缆保护器、

终端设备等），光缆、铝合金杆，铜、铝管，铜、铝排，电工器材的研发、设计、

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从事港口货物装卸、仓储的港口经营（集装箱、

危险品货物除外）；自营和代理上述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及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89.58%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43,020.46万元，总负债139,824.67万元，净资

产203,195.79万元，资产负债率40.76%；2018年营业收入390,541.95万元，净利润

11,882.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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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苏中天科技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7月11日 

住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齐心路109号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附件、输电线路附件、通讯电缆附件、电力设备、电力

金具、电工器材、绝缘材料及制品的技术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电线电缆、

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的销售；电缆及电缆附件安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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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6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993.40万元，总负债4,536.44万元，净资产

2,456.95万元，资产负债率64.87%；2018年营业收入6,200.37万元，净利润548.62

万元。 

6、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4月29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县洋口港经济开发区洋口港商务大厦 

经营范围： 海底接驳盒、水下观测节点、海缆接头盒、海洋传感器、海工

器件、光缆、电缆、光电复合缆、各类特种缆、海底光缆、海底电缆、海底光电

复合缆、脐带缆、动态缆、水下系统缆系集成、绞车、连接器、水密连接器、水

质传感器、水质岸基自动站、浮标在线监测系统、海洋生态在线监测系统、水下

安防系统、无线水质监测、风电及配套等产品设备及其组件、配件、技术和相关

软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租赁、施工、维护;各类海洋工程、环境工程、

水利工程施工;海洋服务、海洋环境保护、环境与生态勘探监测、环境保护监测

相关服务;光伏组件及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海洋及江河湖泊等水下信息观测及

网络系统集成及安装、施工,相关水下工程技术服务、咨询;自营和代理相关产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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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7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4,262.55万元，总负债3,978.26万元，净资产

10,284.29万元，资产负债率27.89%；2018年营业收入6,761.53万元，净利润5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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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7、中天科技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如根 

注册资本：5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6月6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 

经营范围：各类港口与航道工程、码头、水利、防波堤、船坞、船闸、疏浚、

吹填、地基及基础工程、水下炸礁清障及其配套工程、海上风机基础工程及安装

工程、海上桩基工程、吊装工程、土木建筑工程、港口与海岸工程施工；港口装

卸设备安装；通航建筑设备安装；安装、机械设备的租赁；海上施工技术开发、

装让、咨询和服务；钢结构件制作、安装；海底电缆系统工程施工、维护；风力

发电场的运行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风电场建设；船舶租赁；沿海货物运输；内河货物运

输；海缆敷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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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9,278.72万元，总负债19,696.42万元，净资产

49,582.3万元，资产负债率28.43%；2018年营业收入545.45万元，净利润-284.68

万元。 

8、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1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10月25日 

住所：开发区中天路3号 

经营范围：光纤预制棒、光纤接插线、全光纤器件、光放大器、特种光纤、

特种光缆、光学器件、光学组件、光学薄膜、纳米碳材料、塑料制品、复合材料、

防水卷材、覆膜金属板、环保处理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环保处理技术、静

电除尘技术及服务；环保工程、净化工程、机电工程、防腐工程、防水工程、钢

构工程、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

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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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开

展上述经营范围产品的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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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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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45,268.99万元，总负债38,428.26万元，净资

产206,840.73万元，资产负债率15.67%；2018年营业收入174,946.82万元，净利润

78,381.83万元。 

9、中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6月6日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3号 

经营范围：高性能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高端电工级聚酰亚胺薄膜、透明聚

酰亚胺薄膜、聚酰亚胺纤维材料、聚酰亚胺模塑材料、太阳能电池板封装材料、

轨道交通和新能源用的电气绝缘材料、电动汽车大功率电池隔膜、柔性覆铜板、

柔性连接电路板基板、柔性集成电路封装基板、自动焊接带、柔性平面显示基板、

有机发光二极管基板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及其配套器件与工程设计、安装、

施工、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88%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2,972.11万元，总负债7,418.44万元，净资产

25,553.67万元，资产负债率22%；2018年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681.55万元。 

10、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16,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9月24日 

注册地：闵行区春中路18号 

经营范围：铝制品、铝合金制品、电线电缆、电力器材的销售，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电力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铝制品、铝合金制品、电线电缆、电力器材的制

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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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9,649.48万元，总负债28,047.75万元，净资产

41,601.73万元，资产负债率40.27%；2018年营业收入130,435.64万元，净利润

2,346.30万元。 

11、中天轻合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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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7年5月2日 

住所：如东县经济开发区嘉陵江路198号 

经营范围： 铝及铝合金、镁合金产品、高精度铝合金与镁合金板、带、箔、

管及型材生产、加工与销售；铝及铝合金、镁合金产品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

术支持和服务；铝、镁加工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原辅料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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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0,348.32万元，总负债5,056.80万元，净资产

15,291.52万元，资产负债率24.85%；2018年营业收入1,839.84万元，净利润-206.01

万元。 

12、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5月15日 

注册地：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赵港村 

经营范围：光纤复合架空地线、光纤复合架空相线、全介质自承式光缆、普

通光缆、光纤单元、电工用铝包钢线、铝包钢绞线、包括架空送电线在内的导线、

电缆及其配套器件、通信电缆及其配套件、传感光缆及监测系统、双绞合金属材

料网面、合成材料网面、金属编织网、不锈钢管、饮用水不锈钢管、钛及钛合金

管、镍基合金管、不锈钢管件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提供与上述有关的相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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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57374.03万元，总负债16325.11万元，净资产

41048.92万元，资产负债率28.45%；2018年营业收入67480.70万元，净利润5948.66

万元。 

13、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43,8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1月29日 

住所：江苏南通开发区新开南路 

经营范围：船用电缆、机车车辆用电缆、风能电缆、光伏电缆、电气装备用

电线电缆、高低压电力电缆、电机绕组引接线、航空线、橡套软电缆、矿用电线

电缆、电梯电缆、石油及地质勘探用电缆、控制电缆、信号电缆、通信电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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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复合缆、电缆附件、电缆线束、光电线缆组件、新能源汽用零部件、油井及地

质勘探用电缆、电缆材料的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自营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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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75,933.19万元，总负债38,458.34万元，净资产

37,474.85万元，资产负债率49.35%；2018年营业收入66,620.19万元，净利润604.83

万元。 

14、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4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20 日 

住所：南通开发区中天路 5 号 

经营范围：光伏发电、技术服务；光伏用晶体硅太阳能电池、非晶硅薄膜太

阳能电池、多元化合物薄膜太阳能电池、分布式电源控制器和储能电池的研发、

生产、销售；光伏发电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运营维护；风力发电工程、输变电

工程、配电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运营维护；机电设备安装；光伏发电工程、风

力发电工程、输变电工程、配电工程的建设总承包；承包与企业实力、规模、业

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总承包；新能源项目投资、管理；光伏应用产品及材料

的研发、生产、销售；房屋建筑施工，绿化工程施工，城市、道路照明工程，市

政工程施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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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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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06,709.38万元，总负债29,591.73万元，净资

产177,117.66万元，资产负债率14.32%；2018年营业收入31,817.02万元，净利润

8,870.76万元。 

15、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6月28日 

住所：南通开发区同仁路99号 

经营范围：功能膜、光学薄膜、太阳能电池背板、电路板材料及带涂层的膜

类研发、生产、销售；高效太阳电池片、光伏组件及光伏接线盒的研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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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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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9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8,520.9万元，总负债37,708.53万元，净资产

30,812.37万元，资产负债率55.03%；2018年营业收入54,489.43万元，净利润99.82

万元。 

16、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12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6日 

住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宏兴东路36号 

经营范围：锂电池、锂电池配套产品及其材料的生产（按环保部门意见组织

生产）、销售、研发；交流不间断电源、逆变设备、通信设备用直流远供电源设

备、新能源路灯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新能源汽车租赁；电源管理

系统和新型电子元器件研发、测试和销售；光伏组件及其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

储能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及运营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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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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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92,640.35万元，总负债69,196.37万元，净资

产123,443.98万元，资产负债率35.92%；2018年营业收入39,449.63万元，净利润

59.97万元。 

17、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31,900万元 

成立日期：1995年12月22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 

经营范围：金具、电力线路器材、光伏支架、集装箱、复合绝缘子、避雷器、

熔断器、接头盒、跳线、电缆附件、铜排、铝排、铁附件、记忆合金、电力电子

元器件、电力工具、电力机具、接线端子、电缆分支箱、断路器、高低压开关、

隔离开关、交接箱、配线架、尾纤、铝包钢线、架空铝绞线等光电通信设备、复

合钢带、铝带、阻水带、填充剂等光缆用通信材料制造、销售；提供本企业自产



11 

产品的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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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普通货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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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90,607.64万元，总负债43,026.38万元，净资产

47,581.25万元，资产负债率47.49%；2018年营业收入70,143.59万元，净利润

5,145.43万元。 

18、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24,528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6月8日 

注册地：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兴路96号 

经营范围：高速列车接触线、高精度铜带、钢管、铜杆、铜排、绕组线、铜

合金制品、铝合金制品、铜铝合金制品、高速铁路用贯通地线及金具的生产和销

售；通信线路施工、安装；通信设备、器材的设计制造及销售；废旧物资（危险

品、有毒品等国家专项规定产品除外）的回收、销售、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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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56,284.99万元，总负债8,538.36万元，净资产

47,746.63万元，资产负债率15.17%；2018年营业收入321,535.93万元，净利润

4,028.50万元。 

19、江东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3月6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路南侧 

经营范围：高精度铜杆、铜单丝、导体、铜合金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废旧物

资（危险品、有毒品等国家专项规定产品除外）的回收、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9,058.64万元，总负债5,909.47万元，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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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9.17万元，资产负债率20.34%；2018年营业收入107,481.04万元，净利润

1,057.97万元。 

20、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34,996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2月26日 

住所：如东县河口镇中天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宽带技术研究；通信设备研发、制造、销售；通信光缆、电缆及

配件的销售；系统集成网络设计、施工及所需器材、配件的销售；通信工程设计、

施工、维护及技术咨询服务；光有源器件、光无源器件、光纤配线设备、综合配

线设备、网络机柜、JP柜、低压综合配电箱、电能计量箱、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通信电源及配电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交直流电源列柜、配电箱、开关电源等产品）、

移动通信系统天线及基站附件（包含但不限于基站、室分、美化天线和馈线附件、

无源器件等产品）、自动切换开关及监控通讯系统、精密设备环境控制系统及配

件、智能门禁、智能门锁、安防系统产品、无线传感产品、无线通讯装置、微波

通讯设备、光纤通信设备、光纤传感设备、电缆测温监测管理仪器设备及配套产

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和技术咨询，并从事上述产品的工程安装、技术服务及设

备的集成、维修、维护和调试；生活配套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

或限制公司进出口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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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92,600.56万元，总负债44,293.68万元，净资产

48,306.88万元，资产负债率47.83%；2018年营业收入98,571.36万元，净利润

6,647.13万元。 

21、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9月29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县如东经济开发区淮河路168号 

经营范围： 电子五金精密加工、电子铜箔、3D打印器件、电池的铝壳和铝

盖板、软连接、压铸制品、冲压件、、五金制品、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的研

发、制造和销售；高、低压配电开关控制设备、气动动力装置、气动元件、电容

器及其配件、电力电子元器件的制造、加工销售；电解铜、电解铝、铜基铝基合

金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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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71,911.98万元，总负债33,213.60万元，净资产

38,698.37万元，资产负债率46.19%；2018年营业收入2,163.95万元，净利润-530.40

万元。 

22、江苏中天伯乐达变压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伟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3月13日 

住所：盐城市亭湖区光荣路21号 （18） 

经营范围：油浸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特种变压器类产品、厢式变压器、

高低压开关柜及矿用防爆型电气产品的生产；光伏组件、光伏支架及附件、逆变

器、逆变变压一体机、开关柜、二次屏、电线电缆、电缆附件、Rs485线、汇流

箱、储能变流器销售；光伏电站运行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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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7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3,794.06万元，总负债13,993.99万元，净资产

9,800.07万元，资产负债率58.81%；2018年营业收入24,155.45万元，净利润295.28

万元。 

23、苏北光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莹莹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9月29日 

住所：盐城市亭湖区香榭路28号（18） 

经营范围： 通信光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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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8,644.48万元，总负债8,212.91万元，净资产

10,431.57万元，资产负债率44%；2018年营业收入79.59万元，净利润438.23万元。 

24、中天世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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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6号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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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项目除外；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取得相应许可后经营）；线缆产品及设备的研发、制造；仓

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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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94,809.59万元，总负债178,506.45万元，净资

产16,303.14万元，资产负债率91.63%；2018年营业收入275,444.43万元，净利润

6,288.79万元。 

25、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24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里路55号1543B室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电线，电缆，机械设

备及配件，金属材料及制品，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及元器件的销售，上述商品及

通信、电力、电子信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通信和电力工程的设计、安装、施工服务，电子产品、化妆品、日用百货、食用

农产品、润滑油、橡胶、胶塑制品、沥青、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

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煤炭、燃料油（除危险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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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66,605.28万元，总负债128,860.40万元，净资

产37,744.87万元，资产负债率77.34%；2018年营业收入1,247,924.56万元，净利

润3,259.21万元。 

26、中天科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港币 

成立日期：2015年5月11日 

注册地：香港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6,249.39万元，总负债15,879.14万元，净资产

370.25万元，资产负债率97.72%；2018年营业收入702,563.61万元，净利润197.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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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天科技巴西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60万雷亚尔 

成立日期：2013年8月26日 

注册地：巴西 

经营范围：光缆、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及相关附件的生产、销售。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87.75%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0,834.23万元，总负债20,391.10万元，净资产

443.13万元，资产负债率97.87%；2018年营业收入17,025.94万元，净利润367.47

万元。 

28、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6,566.32万卢比 

成立日期：2012年5月1日 

注册地：印度金奈市 

经营范围：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和光纤复合架空相线（OPPC）、

光纤、光缆、金具的生产、销售。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0,181.72万元，总负债40,286.67万元，净资产

19,895.05万元，资产负债率66.94%；2018年营业收入25,044.71万元，净利润

1,280.87万元。 

29、中天科技印尼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3,719,124.54万印尼盾 

成立日期：2017年2月14日 

住所：印尼雅加达市 

经营范围： 光纤、光缆、导线、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金具、宽

带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99.99%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4,268.76万元，总负债5,476.87万元，净资产

28,791.89万元，资产负债率15.98%；2018年营业收入59.52万元，净利润-1,137.11

万元。 

30、得美电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万里拉 

成立日期：1978年4月5日 

住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经营范围：其他电子和电缆电线的制造（同轴电缆和其他同轴电导体，绝缘

电磁线，绝缘地下水下导体，醋酸纤维和硅橡胶铜导体等） 

中天科技持股比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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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70,053.15万元，总负债45,253.30万元，净资产

24,799.85万元，资产负债率64.60%；2018年营业收入19,543.16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中天科技控股子公司2019年银行综合授信明细如下，公司拟为该银行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 

单位：万元人民币 

控股子公司 综合授信银行 综合授信金额 

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 72,5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10,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6,000 

中行如东支行 6,000 

工行如东支行 10,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5,0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5,000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8,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5,5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8,000 

上海银行南通分行 4,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 11,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3,000 

中行如东支行 3,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2,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3,000 

江东科技有限公司 21,000 

工行如东支行 5,000 

中行如东支行 3,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建行如东支行 8,000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 291,500 

中行如东支行 33,000 

工行如东支行 40,000 

澳新银行上海分行 20,000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8,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16,5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30,000 

中信南通分行 5,0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15,000 

建行开发区支行 13,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15,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15,000 

国开行江苏分行 10,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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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浙商银行 10,000 

上海银行南通分行 13,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20,000 

江苏中天科技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6,0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2,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1,000 

广发银行南通分行 3,000 

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 9,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2,0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3,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1,000 

广发银行南通分行 3,000 

中天科技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13,000 

张家港农商行 5,000 

工行如东支行 8,000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40,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2,000 

中行如东支行 7,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3,000 

工行如东支行 8,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中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5,000 张家港农商行 5,000 

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 58,400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4,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行如东支行 20,000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8,400 

工行如东支行 16,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天轻合金有限公司 6,500 
中行如东支行 1,500 

江苏银行如东支行 5,000 

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 21,000 

中行如东支行 10,000 

工行如东支行 8,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3,000 

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

47,3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4,5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8,8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5,000 

建行开发区支行 6,0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工行如东支行 5,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3,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广发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38,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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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6,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5,000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5,000 

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26,000 

北京银行 2,000 

如东农商行 6,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8,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广发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32,3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6,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3,000 

北京银行 2,000 

建行开发区支行 2,000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6,000 

澳新银行上海分行 2,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3,3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3,000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 61,500 

工行如东支行 13,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3,5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3,500 

中行如东支行 8,5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北京银行 5,000 

建行如东支行 3,000 

浦发银行如东支行 10,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广发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26,4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5,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4,400 

中行如东支行 5,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3,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上海银行南通分行 4,000 

江东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4,080 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4,080 

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61,000 

工行如东支行 15,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5,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7,000 

北京银行 5,000 

中行如东支行 9,000 

建行如东支行 3,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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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南通分行 5,000 

浙商银行 5,000 

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57,080 

江苏银行如东支行 5,000 

广发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行如东支行 20,0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如东农商行 6,000 

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4,080 

建行如东支行 4,000 

工行如东支行 8,000 

江苏中天伯乐达变压器有限公司

19,000 

中行盐城亭湖支行 3,000 

浙商银行盐城分行 3,000 

工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2,000 

建行盐城分行 6,000 

兴业银行盐城分行 4,000 

招行盐城分行 1,000 

苏北光缆有限公司 8,000 
民生银行盐城分行 5,000 

交行盐城分行 3,000 

中天世贸有限公司 160,220 

中行如东支行 28,800 

工行如东支行 7,000 

建行开发区支行 5,000 

澳新银行上海分行 9,42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11,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6,000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21,000 

中信南通分行 30,000 

南京银行 8,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4,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浙商银行 5,000 

星展银行苏州分行 15,000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190,100 

澳新银行上海自贸区支行 33,5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27,500 

中信银行富丽大厦支行 12,000 

招行上海虹口支行 5,000 

星展银行苏州分行 25,000 

恒生银行上海分行 13,000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浙商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10,500 

交通银行自贸区支行 10,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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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13,600 

中天科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88,11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11,550 

澳新银行香港分行 45,560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香港分行 14,000 

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17,000 

中天科技巴西有限公司 16,800 花旗银行巴西分行 16,800 

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 59,630 

汇丰银行印度分行 19,000 

花旗银行印度金奈分行 11,900 

星展银行印度金奈分行 15,000 

工行孟买分行 2,000 

澳新银行印度分行 11,730 

中天科技印尼有限公司 38,384 

星展银行印尼有限公司 10,000 

澳新银行印尼分行 9,384 

汇丰银行印尼分行 12,000 

花旗银行印尼雅加达分行 7,000 

得美电缆有限公司 31,000 

汇丰银行土耳其分行 12,000 

花旗银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分行 7,000 

工行（土耳其）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合计 1,519,804 

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江东科技有限公司、中天

科技海缆有限公司、江苏中天科技电缆附件有限公司、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

中天科技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中天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中天轻合金有限公司、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

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江东

合金技术有限公司、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江苏中天

伯乐达变压器有限公司、苏北光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巴西有限公司、中天科技

印度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印尼有限公司、得美电缆有限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主要

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中天世贸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主要用于开立保函、

信用证、远期锁汇等；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天科技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主要是用于补充贸易流动资金。 

四、董事会意见 

1、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2019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是根据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和补充流动资金的实际需要。被担保人均为控股

子公司，经营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综合授信用于发展主营

业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故

同意本次为控股子公司2019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2、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2019年银行综合授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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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担保是根据其资信状况和业务发展补充流动资金的实际需要，被担保人均为控

股子公司，经营和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金额控制在必要限度内，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规定程序，并及时披露，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同

意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2019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事项。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为1,529,80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947,928.13万元）的比例为78.53%。其中，为控

股子公司2019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金额为1,519,804万元，为南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 

公司没有逾期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