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062       证券简称：中能电气       公告编号：2021-040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电气”或“公司”）分别于2021年

4月26日、2021年5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期间公司与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

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1.3亿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根据公司及子公司实际业务发展及融资需求，本次拟新增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事项概述 

 1、担保对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中能电气有限公司、中能祥瑞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 

 2、担保种类：包括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质押、以公司或下属

公司自有土地房产进行抵押担保等。 

 3、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公司本次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相关的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止。  

 4、担保期限：不超过36个月。   

 5、审批程序：公司已于2021年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经出

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

述担保自公司本次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至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

的授权代理人审核并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所有文件。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实际发生的担保事项不再需要

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批。在超出上述担保对象及额度范围之外

的担保，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  

6、本次担保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武汉源码电

气制造有限

公司 

中能电

气股份

有限公

司 

— 50.77% 4,000 4,000 4.98% 否 

武汉市武昌

电控设备有

限公司 

中能电

气股份

有限公

司 

— 50.77% 0 3,000 3.74% 否 

武汉市武昌

电控设备有

限公司 

中能祥

瑞电力

工程有

限公司 

— 75.45% 0 1,000 1.25% 否 

中能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

内子公司 

福建中

能电气

有限公

司 

中能电

气持股

100% 

62.49% 17,684.75 5,000 6.23% 否 

合计 21,684.75 13,000 — — 

注：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中能祥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福建中能

电气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持股100%的子公司，武汉源码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为武汉



 

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持股100%的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2年12月2日 

2、注册资本：30,800万元 

3、住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工业区金洲北路 

4、法定代表人：陈添旭 

5、经营范围：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线电缆及电工器材的研发、生产加工、 

批发、零售、技术咨询、技术维护及设备安装；国内一般贸易、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贸易（不含进口分销）；软件开发与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能源微电网的建设、

经营；机械设备租赁；电力工程和新能源领域的工程技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电站的建设、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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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143,985.66 150,116.08 

净资产 73,876.55 73,903.80 

财务指标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42,369.83 20,182.95  

营业利润 2,633.93 671.43 

净利润 2,412.36 643.25 

注：2020 年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 

（二）中能祥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2年03月20日 

2、注册资本：5,000万元 

3、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金洲北路20号楼301 

4、法定代表人：陈骏斌 



 

5、经营范围：电力工程、机电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通信工程（不

含无线发射装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市政公用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

防设施工程、建筑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铁路工程、铁路电气化工程施工；

电力、热力供应；售电业务；能源技术咨询服务；能源技术研究、开发；电力设

备承装、承修、承试；电力系统及电力设备运营、维护、检修；电力工程设计及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物资、设备贸易；建筑劳务分包；财产租赁；对外贸

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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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24,586.75 28,700.37 

净资产 6,938.75 7,044.85 

财务指标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9,566.99 9,956.78 

营业利润 1,117.91 176.65 

净利润 832.26 106.10 

注：2020 年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福建中能电气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年01月30日 

2、注册资本：22,000万元 

3、住所：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路街道周店村） 

4、法定代表人：陈添旭 

5、经营范围：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线电缆及电工器材的研发、生产、销

售、技术咨询、技术维护及设备安装；软件开发与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能源微电

网的建设、经营；机械设备租赁；电力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电站的建设、经

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设计、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投资建设、生产

运营；电力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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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76,872.12 79,069.19 

净资产 29,950.21 29,659.83 

财务指标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52,339.69 21,439.73 

营业利润 3,773.18 194.72 

净利润 3,257.08 209.62 

注：2020 年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前述担保事项暂未发生、暂未就上述担保计划与银行和其他融资机构

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有助于公司及子公司高效筹集资金，满足日常资金需要，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同时上述担保发生在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全资

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对相关子公司具有控制权，且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保审批

权限和程序，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行为不会

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行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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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下属公司已审批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126,000万

元（包含本次预计额度），实际担保余额78,602.25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8.62%。公司及下属公司未发生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

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涉及公司对外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和合并范围下属公司，信誉状况良

好，信用风险较低；公司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

对外担保风险。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良影响；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截止2021年6

月30日，公司累计和当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

通过对外担保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30 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注：2020年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四、董事会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