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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8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1-29 

证券代码:155058           证券简称:18京能01 

证券代码:155452           证券简称:19 京电 01 

证券代码:175249           证券简称:20京电01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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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京隆发电”）、江西宜春京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宜春热电”）及河南通源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

热力”） 

 担保额度：本次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京能电力”）拟为上述三家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16.21亿元的融资担保。 

 公司累计担保情况：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京能电力为控

股企业担保余额为 37.48 亿元，其中向内蒙古京能双欣发电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5.94 亿元，向河北涿州京源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7.14 亿元，向河南京能滑州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4.40 亿元。京能电力对外

担保金额为 4.37 亿元人民币，是为联营企业内蒙古京科发电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要，

保证下属公司资金链安全， 2021年度，京能电力拟在可提供额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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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为宜春热电、京隆发电、通源热力三家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6.21亿元的融资担保，用于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 

由于通源热力为京能电力控股子公司，本次公司对通源热力提供

担保事项，通源热力参股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上述担保具体金额、利率及期限以上述三家子公司与融资机构签

订的融资协议为准。 

 

二、被担保人情况概述： 

（一）京隆发电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京隆发电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16 日；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工业区南端；法定代表人：杜宝忠；注册资本：

184143.2 万元；主营业务：电能的生产和销售；股权结构：京能电

力持股比例为 100%，为京能电力下属全资子公司。截止目前京隆发

电没有贷款本金及利息偿还的违约记录。 

2、基本财务状况： 

2020 年度经审计，京隆发电资产总额 5,142,484,611.48 元；资

产净额 1,363,033,761.84 元；负债总额 3,779,450,849.64 元（其中

银行贷款1,455,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1,730,891,832.72元）；

2020 年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440,871,598.18 元 ； 净 利 润

-70,925,673.75 元。 

2021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京隆发电资产总额 5,028,925,123.86

元；资产净额 1,300,677,615.62 元；负债总额 3,728,247,508.24 元

（ 其 中 银 行 贷 款 1,655,000,000.00 元 ， 流 动 负 债 总 额

1,680,091,203.59 元）；截至 2021 年 3 月末实现营业收入

240,056,589.25 元；净利润-62,493,139.77元。 

（二）、宜春热电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宜春热电成立于 2017 年 09 月 20 日；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

袁州区医药工业园管委会办公楼；法定代表人：袁文杰；注册资本：

15,000.00万元；主营业务：电力、热力、供冷的生产销售；股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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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京能电力持股比例为 100%；为京能电力下属全资子公司。截止

目前宜春热电没有贷款本金及利息偿还的违约记录。 

2、基本财务状况： 

2020 年度经审计，宜春热电资产总额 950,248,575.04元；资产

净额 130,096,594.51 元；负债总额 820,151,980.53 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 163,730,373.20 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179,955.47

元；净利润-20,011,390.74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宜春热电资产总额 940,191,416.77

元；资产净额 111,999,870.95 元；负债总额 828,191,545.82 元（其

中财务公司贷款 20,000,0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139,357,597.50

元）。2021 年 3 月 31 日实现营业收入 15,165,554.41 元；净利润

-18,134,198.46 元。 

（三）、通源热力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通源热力成立于 2016 年 9月 30 日；注册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滑

县滑兴路 7 号；法定代表人：李云峰；注册资本：15,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城市集中供热；热力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及技术咨询服

务。股权结构：京能电力持有 90%股权，河南中锐环科清洁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10%股权；为京能电力控股子公司。截止目前通源热力

没有贷款本金及利息偿还的违约记录。 

2、基本财务状况： 

2020 年度经审计，通源热力资产总额 277,112,970.26元；资产

净额 139,404,348.51 元；负债总额 137,708,621.75 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 105,143,143.2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48,161.08

元；净利润-5,088,883.29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通源热力资产总额 301,232,370.02

元；资产净额 140,472,940.79 元；负债总额 160,759,429.23 元（其

中流动负债总额 88,752,728.60 元）。2021 年 3 月 31 日实现营业收

入 1,819,159.97 元；净利润-638,128.20元。 

 

三、本次担保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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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了保障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求，保证下属公司资金链的安全，2021 年度京能电力拟申

请作为股东方为京隆发电、宜春热电、通源热力提供总额不超过

16.21 亿元的融资担保，其中为京隆发电向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

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不超过 10 亿元的融资担保；为宜

春热电向浦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不超过 4.71 亿

元的融资担保；为通源热力向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

办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不超过 1.5亿元担保。 

上述担保具体金额、利率及期限以上述三家子公司与融资机构签

订的融资协议为准。 

由于通源热力为京能电力控股子公司，本次公司对通源热力提供

担保事项，通源热力参股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因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董事会意见 

为维护系统内子公司资金链安全运转，根据以上情况，董事会同

意为上述三家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6.21亿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作为股东方，2021 年度，拟为京

隆发电、宜春热电及通源热力提供不超过 16.21 亿元融资担保，其中：

京隆发电 10亿元，宜春热电 4.71 亿元，通源热力 1.5 亿元，是为了

保障下属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保证其资金链的安全。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利益。 

因通源热力为京能电力控股子公司，本次公司为通源热力提供担

保事项，通源热力参股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我们同意实施本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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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司累计担保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京能电力为控股企业担保余额为 37.48

亿元，其中向内蒙古京能双欣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5.94 亿

元，向河北涿州京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7.14 亿元，

向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4.40 亿元。京能

电力对外担保金额为 4.37 亿元人民币，是为联营企业内蒙古京科发

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四十一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