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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28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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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加

坡林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林洋”）、江苏林洋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林洋光伏”）、林洋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林洋”） 

● 担保金额：1.9 亿元人民币、5,000 万美元、2 亿元人民币或其等值外币 

●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新加坡林洋377.16万美元、林洋光伏4,127.8

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 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及下属公司战略定位以及业务发展需要，确保 2021 年度生产经营

工作的持续、稳健发展，公司及下属公司拟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7.15 亿元的担保

（美元按照汇率 6.5 折算）。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申请 1.9 亿元人民币

并购贷款，期限不超过 6 年。公司全资孙公司阜阳永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阜阳永强”）和界首市金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首金明”）就

并购贷款提供保证担保，该两家公司名下涉及的三处分布式光伏电站电费收费权

提供质押担保。 



2 

2、公司及三家全资子公司新加坡林洋、林洋光伏、上海林洋拟共同向花旗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和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等额 5,000

万美元，期限为一年。公司对上述三家子公司就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3、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林洋光伏拟共同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或其等值外币，期限为一年。公司与

林洋光伏就使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相互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林洋路 666 号 

法定代表人：陆永华 

注册资本：175767.202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电子设备、电力电气设备、自动化设备、集成电路、

光伏设备、照明器具、光电元器件、LED 驱动电源、智能照明控制系统、计算机

软硬件及系统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维护、经

营管理及技术咨询；智能电网系统集成；储能控制系统以及太阳能新能源应用的

研发、生产、销售；电力电气工程、建筑物照明设备、光伏电气设备、路牌、路

标、广告牌的安装、施工；电力设备在线监测系统、视频系统、变电站智能辅助

系统、安防系统开发；新能源、节能环保相关产品及零配件的研发、设计、制造、

销售、安装；国际货运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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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及技术除外）。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14,965.97 1,445,051.14 

负债总额 492,603.49 627,331.47 

净资产 822,362.48 817,719.67 

银行贷款总额 140,840.14 226,7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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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总额 176,385.43 269,151.25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77,981.92 255,594.93 

净利润 14,919.29 27,292.15 

2、连带担保人：新加坡林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新加坡 

法定代表人：沈东东 

注册资本：23,700,001 美元 

经营范围：能源管理和清洁能源系统中的工程设计和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155.46 19,080.86 

负债总额 3,844.73 3,998.36 

净资产 7,310.72 15,082.51 

银行贷款总额 2,993.73 3,952.61 

流动负债总额 3,844.73 3,998.36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8,424.42 5,433.39 

净利润 313.38 -357.17 

3、连带担保人：江苏林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华石路 612 号 

法定代表人：沈凯平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光伏电池，太阳能光伏组件、风力

发电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设备改造工程；智能化控制

系统的设计、施工、调试、维修及技术咨询和服务；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取得国家专项

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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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7,362.58 160,035.95 

负债总额 103,599.11 123,553.12 

净资产 33,763.47 36,482.83 

银行贷款总额 3,664.80 4,170.43 

流动负债总额 103,599.11 123,553.12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42,499.71 64,774.09 

净利润 -2,318.74 2,719.36 

4、连带担保人：林洋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里路 55 号 5042 室 

法定代表人：陆永华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研发；仪器仪表及其零部件、通讯设备、电

缆、电力设备、安防设备、LED、照明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光伏、风力发电

产品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照明建设工程专项设计、电力专业

建设工程设计、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国际货运代理，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发电，

转口贸易。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488.34 81,393.35 

负债总额 18,936.76 83,914.12 

净资产 1,551.59 -2,520.77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8,936.76 83,914.12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2,653.14 75,9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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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420.78 -4,072.36 

上述部分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 年，公司及下属公司拟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7.15 亿元的担保（美元按照

汇率 6.5 折算），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申请 1.9 亿元人民币

并购贷款，期限不超过 6 年。公司全资孙公司阜阳永强和界首金明就并购贷款提

供保证担保，该两家公司名下涉及的三处分布式光伏电站电费收费权提供质押担

保。 

2、公司及三家全资子公司新加坡林洋、林洋光伏、上海林洋拟共同向花旗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和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等额 5,000

万美元，期限为一年。公司对上述三家子公司就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3、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林洋光伏拟共同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或其等值外币，期限为一年。公司与

林洋光伏就使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相互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在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

止授权董事长或财务负责人在上述额度范围以内与相关银行签署综合授信合同

文本、担保文件及其它相关文件（包括该等文件的修正及补充）。 

 

四、董事会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下属公司拟提供不超过 7.15 亿元的融资担保，

有利于促进日常生产经营，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等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担保风险在可控

范围之内，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本次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及下属公司拟提供不超过 7.15 亿元的融资担

保，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助于促进公司和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担保风

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的审

议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信息披露充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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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7.97 亿元人民币，

占上市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3.74%；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为 46.07 亿元人民币，占上市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2.01%。上述担保全部为对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

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四）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