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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

产 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

公司拟在 2021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并同意控股子公司之

间进行相互担保。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31 亿元人民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即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 31 亿元人民

币。担保额度范围包括存量担保、新增担保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资产、股权等提供质押担保、

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并约定回购等担保方式。上述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保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业务的办理效率，在担保有效期内且在额度内

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超出上述额度和情形的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

行审议作出决议后才能实施。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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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主要被担保人概况 

本次担保额度内涉及的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实际

控制人均为邹承慧先生。 

序

号 

被担保人

名称 
成立日期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公司直接

或间接权

益比例 

2021 年度

担保额度

（万元） 

1 

苏州爱康

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3 日 
张金剑 

江苏省张

家港市 
30,000.00 

金属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及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安装系统产品

的研发、设计、生产及相关的技术服务；

金属模具、机械零部件、汽摩配件、五金

机械、金属结构件的研发、设计、生产、

加工和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和销

售；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光热用支架安装、电力类塔架安装、

通信基站用塔架安装。 

100% 75,000 

2 

苏州爱康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2010年 11

月 5 日 
于佳 

江苏省张

家港市 
100,8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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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80,000 

3 

赣州爱康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25 日 
于佳 

江西省赣

州市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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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

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机械、

电气设备进出口业务。 

100% 55,000 

4 

浙江爱康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6 日 
于佳 

浙江省湖

州市 
50,000.00 

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组件研究、生

产、销售，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

晶体硅材料、太阳能器具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100% 100,000 

合计 310,000 

上述公司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被担保人的基本财务情况 

（1）2020 年 1-9 月的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总负债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87,095.65 22,152.33 64,943.32 67,429.79 2,415.75 

2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35,898.23 51,117.23 184,781.00 83,540.49 -3,581.42 

3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19,085.27 65,107.23 53,978.04 29,724.32 391.46 

4 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033.39 31,321.49 68,711.90 16,947.69 -1,378.97 

注：上述公司信用等级均良好，2020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2019 年度的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总负债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83,113.13 19,733.75 63,379.38 66,876.85 558.74 

2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69,399.93 54,685.26 214,714.67 154,205.56 -1,057.81 

3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4,581.41 64,715.77 59,865.64 44,299.81 1,438.29 

4 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9,238.56 32,700.46 26,538.10 0.00 -2,524.25 

注：上述公司信用等级均良好，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 12.29 亿元，公司将继续为前

述存量担保在额度范围内提供担保。本次议案是确定公司 2021 年度担保的总安

排，经董事会批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视资金使用情况与金融机构或

非金融机构办理相关手续，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

属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并约定回购等担保方式。具体担

保期限以担保合同约定为准，未提供反担保。具体担保金额以金融机构或非金融

机构批准之授信额度为准，公司最终担保额度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核查情况：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分别向全体董

事发出了《关于 202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2021 年 1 月 13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 

1、本次担保额度内涉及的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对其担保财务风险较低，风险可控，故未提供反担保；  

2、公司为上述被担保方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的需求，有利于主营

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上述被担保方未来收入稳定，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申请对外担保额度 159.19 亿元。实际发

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3.66 亿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30.20 亿元；对参股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22.54 亿元，其他对外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30.93 亿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约为 203.70%。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担保事项生效后，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申请对外担保额度为 131.49 亿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

担保额度为 31 亿元，对外提供担保额度为 100.49 亿元，共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320.16%。 

公司对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担保余额 4,100 万元，公司为江阴东

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提供担保的 4,100万元贷

款已经逾期，被担保方经营也已经陷入停滞。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作出了《民事裁定书》【（2020）苏 0211 民特 301 号】，裁

定确认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申请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签订的（2020）锡商调字第 012 号调解协议书的效力。

除上述东华铝材 4,100 万元逾期贷款外，公司为海达集团下的东华铝材及江阴科

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贷款担保已全部平移代偿完成，具体包括：为东华铝材在

交通银行无锡分行的贷款 15,000 万元、在恒丰银行无锡分行的贷款 5,000 万元提

供的担保；为科玛金属在恒丰银行无锡分行的贷款 7,000 万元提供的担保。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贷款逾期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5）。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并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

的合法权益，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担保逾期情况及已经披露过的担保逾期公告，公

司无其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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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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