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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星源材质”）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

有关规定，中信证券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肥星源”）、全资子公司江苏星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星

源”）、全资子公司常州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星源”）、全

资子公司星源材质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星源”）、全资子公司

星源材质（欧洲）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欧洲星源”）提供担保相关事项进

行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生产建设和经营的资金需要，公司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业务，并由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的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资产抵押等方式。具体担保额度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 

深圳市星源

材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肥星源”） 
41.54% 5 

江苏星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星源”） 
100% 5 

常州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常州星源”） 
100% 10 

星源材质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星源”） 
100% 1 

Senior Material（Europe）AB 

（以下简称“欧洲星源”） 
100% 2 

合  计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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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的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

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配。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担保事项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

施，担保发生期间为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在授权期间，公司子公司可循环使用上述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星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1 月 5 日 

注册资本：6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瑞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经济开发区城西大道 128 号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膜及各类功能膜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以上

均不含国家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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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41.54%的股权，根据合肥星源公司章程，公司

按其持有合肥星源 41.54%股权比例行使股东表决权，同时在每年确保合肥城建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平均年化收益率的前提下（除非另有决议约定），公司按照

60%比例享受合肥星源其余分配利润，并拥有合肥星源董事会人员多数席位，能

够通过控制合肥星源董事会任命或批准合肥星源总经理及财务、生产、技术、人

事等关键管理人员安排，以及出于其自身利益决定合肥星源的重大事项，即公司

通过上述安排能够实际控制合肥星源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因此，公司对合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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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拥有控制权，故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肥星源总资产为 569,538,781.64

元，总负债为 390,340,078.30 元，净资产为 179,198,703.34 元，资产负债率为

68.54%；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93,536,211.54 元，净利润为-46,974,385.73 元。 

2、江苏星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星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3 月 12 日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继俊 

住所：常州市武进区兴东路 888 号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离材料、纳米材料及各类功能材料的研发和销售；

计算机软件开发（以上均不含国家规定需前置审批项目及禁止项目）；锂离子电

池隔膜的制造；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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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江苏星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星源总资产为 1,410,156,855.81

元，总负债为 502,118,183.73 元，净资产为 908,038,672.08 元，资产负债率为

35.61%；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268,689,134.40 元，净利润为 55,531,420.44 元。 

3、常州星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州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4 月 5 日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继俊  

住所：常州市兴东路 8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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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离材料及各类功能材料的研发和销售；计算机软件

开发（以上均不含国家规定需前置审批项目及禁止项目）；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制

造；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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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常州星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常州星源总资产为 2,161,676,338.91

元，总负债为 1,167,010,131.37 元，净资产为 994,666,207.54 元，资产负债率为

53.99%；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394,096,195.55 元，净利润为 77,875,192.51 元。 

4、香港星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星源材质（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3 月 7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港币  

经营范围：从事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代理、贸易进出口。 

与公司的关系：香港星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香港星源总资产为 50,944,593.53

元，总负债为 12,258,004.82 元，净资产为 38,686,588.71 元，资产负债率为 24.06%；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50,939,577.48 元，净利润为 4,668,082.20 元。 

5、欧洲星源基本情况 

公司注册名称：Senior Material（Europe）AB 

公司中文名称：星源材质（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5,000 瑞典克朗 

注册号：559266-0723 

初始注册地址：Advokatfirman Vinge KB,Box 1703,111 87 STOCK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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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膜及各类功能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欧洲星源尚未实质开展经营活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就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与相关机构签署协议，此次事项是确定年度担

保的总安排，相关《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将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内部审议情况 

1、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额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生产建

设和经营发展需求。被担保子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可控。此次担保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和可持续发展，不存在与相关法律

法规相违背的情况，未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行为。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为合并范围内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中涉及的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建设和发展，

公司担保对象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

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

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担保事项，并同意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91,927.70 万元，

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31.14%。以上担保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违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亦无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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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星源材质为控股子公司合肥星源，全资子公司江苏

星源、常州星源、香港星源、欧洲星源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该等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获得批准后实施。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本次星源材质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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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为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吴斌                   叶兴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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