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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接受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威腾

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腾电气”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威腾电气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

接受关联担保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申请综合授信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和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威腾配电、威

通电气、威腾电力、威腾新材，2021 年度拟向各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不

超过（含）人民币 79,000 万元（最终以各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根据银行的授信审批情况，以公司或子公司自有资产抵押并接受关联方无偿提供

的担保。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内保

外贷、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票据贴现、信托融资、融资租赁等。具体授信额度以

公司与相关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限以签署的授信协议为准，授

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运营资金的

实际需求而定。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授信 

主体 

银行 

名称 

申请授

信额度 
担保措施 

1 
公 司 及

子公司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 

公司拟申请授信 10,000 万元，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文

功及其配偶李小红、子公司威腾新材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其中由威腾新材为其担保 5,500 万元）；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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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授信 

主体 

银行 

名称 

申请授

信额度 
担保措施 

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产，提供总额为 7,750.95 万元的财产

抵押担保： 

1.南自路 1 号房地产[不动产权号：苏（2017）扬中市不

动产权第 0007676 号]； 

2.圌山路 66-6 号的房地产[不动产权号：苏（2021）镇江

市不动产权第 047662 号] 

子公司威腾配电（授信 1,000 万元）、威通电气（授信 1,000

万元）威腾新材（授信 1,000 万元）、威腾电力（授信 2,000

万元）拟申请授信合计 5,000 万元，由公司、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蒋文功及其配偶李小红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2 子公司 

江苏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子公司威腾新材拟申请授信 5,000 万元，由公司、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蒋文功、蒋政达、子公司威腾电力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3 
公 司 及

子公司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8,000 

公司拟申请授信 5,000 万元，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文功

及其配偶李小红、子公司威腾配电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子公司威通电气（授信 1,000 万元）、威腾配电（授信 1,000

万元）、威腾电力（授信 1,000 万元）拟申请授信合计 3,000

万元。由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文功及其配偶李小红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 

公司拟申请授信 10,000 万元，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文

功、子公司威腾新材（其中由威腾新材为其担保 2,700 万

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拟以公司自有资产提

供 9,049 万元的财产抵押担保：南自路 1 号的房地产（不

动产权证号：苏（2017）扬中市不动产权第 0009282 号）

和（不动产权证号：苏（2017）扬中市不动产权第 0010851

号） 

5 
公 司 及

子公司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3,000 

公司拟申请授信 10,000 万元，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文

功及其配偶李小红、子公司威腾配电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拟以公司自有资产提供 5,311.87 万元的财产抵

押担保：南自路 1 号的房地产（不动产权证号：苏（2017）

扬中市不动产权第 0007677 号）和（不动产权证号：苏

（2017）扬中市不动产权第 0010852 号） 

子公司威通电气（授信 1,000 万元）、威腾配电（授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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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授信 

主体 

银行 

名称 

申请授

信额度 
担保措施 

万元）、威腾电力（授信 1,000 万元）拟申请授信合计 3,000

万元，由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文功及其配偶李小红

提供连最高额带责任保证担保 

6 
公 司 及

子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 

公司拟申请授信 9,000 万元，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文功

及其配偶李小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子公司威腾配电拟申请授信 1,000 万元，由公司、公司实

际控制人蒋文功及其配偶李小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 
公 司 及

子公司 

浦发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公司拟申请授信 3,000 万元，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文功

及其配偶李小红、子公司威腾电力、威通电气提供一般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子公司威腾新材申请授信 2,000 万元，由公司、公司实际

控制人蒋文功及其配偶李小红提供一般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8 公司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 
公司拟申请授信 10,000 万元，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文

功及其配偶李小红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 子公司 

华厦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3,000 
子公司威腾新材拟申请授信 3,000 万元，由公司、公司实

际控制人蒋文功及其配偶李小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计 79,000  

同时，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 2021 年度计划向子公司

提供累计不超过（含）人民币 22,000 万元的担保。上述担保额度可在子公司之

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的子公司）。 

公司拟授权董事长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在公司向各银行申请办理具体业务时，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办理相关

手续（包括授信项下各种具体融资业务的办理，该融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

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内保外贷、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票据贴现、

信托融资、融资租赁等），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就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

内，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每笔担保的具

体对外担保的方式、担保额度等事项，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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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关协议签署日期在有效期内，但是协议期限不在决议有效期内的，决议有效

期将自动延长至协议有效期截止日。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并提供担保、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

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无偿担保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蒋文功及其配偶李小红、实际控制人蒋政达拟为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担保未收取任何担保费用，公司也未向其提

供反担保，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蒋文功及蒋政达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根据上述规则 7.2.11

条第五款规定，上市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包括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

减免、接受担保和资助等，可以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并提供担保、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目前生

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担保对象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能够有效

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无偿连带责任担保，

系支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的行为，该议案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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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

接受关联担保，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蒋文功及其配偶李小红本次为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解决了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担保的问题，

支持了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

响。本事项及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接受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

关联担保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接受关联担

保的事项经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和日常经营资金需求，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79,000

万元，并根据银行的授信审批情况，以公司或子公司自有资产抵押并接受关联方

无偿提供的担保；并计划向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含）人民币 22,000 万元的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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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接受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薛万宝            胡 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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