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0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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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昌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陇昌”）、溧阳市
晶鸿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溧阳晶鸿”）、长沙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沙晶科”）、长沙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盛步”）。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为上述 4 家全资下属公
司向融资机构申请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融资本金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3.1 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甘肃陇昌、溧阳晶鸿、长
沙晶科和长沙盛步提供担保的余额均为 0 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光伏电站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为全资下属公司甘肃陇昌、溧阳晶鸿、长沙晶科、长沙
盛步向融资机构申请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甘肃陇昌拟向三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本金为人民币 1.1 亿元的融
资租赁业务，租赁期限为 12 年。除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外，同时以项
目电站的设备做抵押担保，以电费收费权和项目公司股权做质押担保。
（二）溧阳晶鸿、长沙晶科、长沙盛步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下属公
司，拟向江西省海济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海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海济”）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 2021
年 7 月 2 日至 2024 年 7 月 1 日。除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外，同时以项

目电站的设备做抵押担保，以电费收费权和项目公司股权做质押担保。在授信额
度范围内，溧阳晶鸿、长沙晶科和长沙盛步本次拟向深圳海济申请本金为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期限为 1 年，其中溧阳晶鸿融资本金为 1,100 万
元，长沙晶科融资本金为 1,500 万元，长沙盛步融资本金为 400 万元。
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新增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本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对本公司及本公
司下属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7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在担保总额内，授权公
司董事长或公司管理层具体调整下属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
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及新增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甘肃陇昌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镇金武公路以南、330KV 双湾变电所以
东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6,181.4011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0 年 4 月 26 日至 2040 年 4 月 25 日
经营范围：大型太阳能并网发电站的建设，新能源产品的销售及技术服务。
（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甘肃陇昌 100%股权，甘
肃陇昌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甘肃陇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31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8,334,038.90

165,809,660.19

负债总额

160,871,717.19

99,400,229.10

资产净额

67,462,321.71

66,409,431.09

项目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49,206.59

20,857,982.16

净利润

1,052,890.62

4,138,759.05

（二）溧阳市晶鸿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溧阳市昆仑街道晨阳路 2 号 5 幢
法定代表人：陈小云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7 年 8 月 23 日至 2047 年 8 月 22 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新能源项目开
发建设；合同能源管理；智能电网开发和利用；能源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缆
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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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持有溧阳晶鸿 100%
股权，溧阳晶鸿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溧阳晶鸿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31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679,706.20

25,679,887.15

负债总额

24,352,740.02

24,351,283.97

资产净额

1,326,966.18

1,328,603.18

项目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经审计）

332,957.77

1,859,810.12

-1,637.00

79,795.54

（三）长沙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牛角冲社区星沙一区 68 栋 436 号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6 年 12 月 23 日至 2066 年 12 月 22 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光伏电站系统集成；太阳能路灯生产（限分
支机构）；太阳能产品、太阳能路灯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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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持有长沙晶科 100%
股权，长沙晶科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长沙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31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137,768.79

55,615,924.58

负债总额

54,711,971.79

54,962,012.52

资产净额

425,797.00

653,912.06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4,329.09

2,262,012.30

净利润

-228,115.06

-481,370.15

项目

（四）长沙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青竹湖路 29 号长沙金霞海关保税物流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商务写字楼第 8 层 802-52（集群注册）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8 年 4 月 11 日至 2043 年 4 月 10 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电力销售；新能源电站的运营；新能源的技术开发、
咨询及转让；智能电网技术咨询；电力项目的咨询；光伏项目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及运营管理；太阳能光伏电站系统集成；合同能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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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持有长沙盛步 100%
股权，长沙盛步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长沙盛步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2021 年 3 月31 日（未经审计）
6,909,047.97

2020 年 12 月31 日（经审计）
6,967,365.73

负债总额

5,819,150.54

5,885,979.23

资产净额

1,089,897.43

1,081,386.50

项目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8,258.43

275,660.08

净利润

8,510.93

87,046.0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
（1）公司为甘肃陇昌担保的期限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三年止。
（2）公司为溧阳晶鸿、长沙晶科、长沙盛步担保的期限分笔计算，为主合
同项下单笔债务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
（1）公司为甘肃陇昌担保的范围：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债务人享有的全
部债权，债权人实现主合同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以及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
其他款项。
（2）公司为溧阳晶鸿、长沙晶科、长沙盛步担保的范围：各主合同项下各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
他应付费用，以及因上述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79,219.45 万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124.59%，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 1,185,268.87 万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