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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担保事宜的更正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康科技”）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 202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及《关

于 2021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已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

布。经事后核查，发现公告中部分表述存在错误，现更正如下：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7、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赣

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集团”）总额度不超过 292,294.87 万元

人民币的向赣发租赁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赣发集团为公司

参股公司赣发租赁的控股股东，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根据

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 40%股权，赣发租赁于 2020 年 3

月增资后，本公司持有赣发租赁的股权降至 19.4435%）为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

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提供的反担保合同金额为

59,443.50 万元。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292,294.87 万元额度内

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

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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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 

一、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7、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赣

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集团”）总额度不超过 292,294.87 万元

人民币的向赣发租赁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赣发集团为公司

参股公司赣发租赁的控股股东，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根据

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 40%股权，赣发租赁于 2020 年 3

月增资后，本公司持有赣发租赁的股权降至 19.4435%）为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

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提供的反担保余额为

137,802.28 万元。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292,294.87 万元额度内

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

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关于 202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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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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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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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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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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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4 亿元。实际发

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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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 亿元；对正在办理交割手续的出售给泰兴人才广场的电站

项目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6.66 亿元；其他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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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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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为 1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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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4 亿元，共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325.88%。 

 

《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担保概况 

7、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集团”）总额度不超过 292,294.87 万元

人民币的向赣发租赁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赣发集团为公司

参股公司赣发租赁的控股股东，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根据

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 40%股权，赣发租赁于 2020 年 3

月增资后，本公司持有赣发租赁的股权降至 19.4435%）为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

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提供的反担保合同金额为

59,443.50 万元。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292,294.87 万元额度内

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

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反担保情况 

7、公司根据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 40%股权，赣发

租赁于 2020 年增资后，本公司持有赣发租赁的股权降至 19.4435%）为赣发集团

在 292,294.87 万元额度内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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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

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提供的反担保合同金额为 59,443.50 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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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 

一、担保概况 

7、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集团”）总额度不超过 292,294.87 万元

人民币的向赣发租赁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赣发集团为公司

参股公司赣发租赁的控股股东，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根据

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 40%股权，赣发租赁于 2020 年 3

月增资后，本公司持有赣发租赁的股权降至 19.4435%）为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

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提供的反担保余额为

137,802.28 万元。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292,294.87 万元额度内

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

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反担保情况 

7、公司根据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 40%股权，赣发

租赁于 2020 年增资后，本公司持有赣发租赁的股权降至 19.4435%）为赣发集团

在 292,294.87 万元额度内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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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

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提供的反担保余额为 137,802.28 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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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4 亿元。实际发

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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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 亿元；对正在办理交割手续的出售给泰兴人才广场的电站

项目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6.66 亿元；其他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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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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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为 1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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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4 亿元，共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325.88%。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公司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事前核对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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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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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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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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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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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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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4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6.95亿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45亿元；对正在办理交割手续的出售给泰兴人才广场的电站项目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6.66亿元；其他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6.83亿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21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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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为133.84亿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关于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担保概况
	7、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集团”）总额度不超过292,294.87万元人民币的向赣发租赁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赣发集团为公司参股公司赣发租赁的控股股东，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根据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40%股权，赣发租赁于2020...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反担保情况
	7、公司根据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40%股权，赣发租赁于2020年增资后，本公司持有赣发租赁的股权降至19.4435%）为赣发集团在292,294.87万元额度内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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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提供的反担保合同金额为59,443.50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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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
	一、担保概况
	7、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集团”）总额度不超过292,294.87万元人民币的向赣发租赁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赣发集团为公司参股公司赣发租赁的控股股东，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根据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40%股权，赣发租赁于2020...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反担保情况
	7、公司根据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40%股权，赣发租赁于2020年增资后，本公司持有赣发租赁的股权降至19.4435%）为赣发集团在292,294.87万元额度内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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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提供的反担保余额为137,802.28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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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4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6.95亿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45亿元；对正在办理交割手续的出售给泰兴人才广场的电站项目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6.66亿元；其他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6.83亿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21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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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为133.84亿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事前核对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