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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22-013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

司（含本次预计担保批准期间内新设立或收购的子公司） 

预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拟担保发生额合计不超过

40.00 亿元（人民币，下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为 53.34 亿元。 

担保方式：保证、抵押、质押 

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授信、履约等业务提供预计

担保。拟担保发生额合计不超过 40.00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为 70%及以上的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 亿元），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

银行批复为准。公司根据拟融资金融机构要求，提供相应担保（包括保证、抵押、

质押）。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预计担保相关事

宜，具体内容如下： 

1、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含本次预计担保批准期间内新

设立或收购的子公司），具体被担保公司清单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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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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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实际发生担保时，上述担保额度，可在下属子公

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为 70%及以上的担

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为 70%及以上的其他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3、担保方式：保证、抵押、质押。 

4、反担保安排：无反担保。 

5、在股东大会批准的范围内，授权公司总经理在预计担保额度内全权办理

与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每一笔担保的金额、担保形式、担

保期限等具体担保事宜。 

6、本次授权的担保额度使用期间为自本事项经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7、对于超出本次预计担保范围的担保事项，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以金融机构核

准或与相关方签订协议的金额为准。 

三、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预计事项是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需要而提

出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拥有稳定的控股地位，且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不参与公司控

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故仅由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董事会同意公司

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预计担保额度内全权办理

与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预计担保及授权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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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公司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效率，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议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3.34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49.47%，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

保；公司对控股/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53.34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49.47%，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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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被担保公司情况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的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子公司：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被担保人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是否存在影响被

担保人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 

1 
北京天能运通晶

体技术有限公司 
32,500 北京 冯焕培 

生产硅晶体材料；硅晶体材料的技

术开发；销售硅晶体材料；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否 

2 
无锡荣能半导体

材料有限公司 
668 万美元 江苏 冯震坤 

开发、生产半导体元器件专用材料

（限单晶硅、多晶硅碇、硅片），

光伏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咨询，从

事上述产品及太阳能电池片、太阳

能发电设备及零部件的批发、佣金

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以

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

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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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3 
山东天璨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山东 谢月云 

大气污染治理催化剂（不含危险、

监控及易制毒化学品）的研发、生

产、再生、销售；环保设备销售、

设计、安装和维护；环保技术开发、

咨询及相关服务；环保工程设计、

施工及维护；稀土产品研发及技术

转让；稀土产品（不含危险、监控

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汽车尾

气催化剂（不含危险、监控及易制

毒化学品）及其器件研发及技术转

让；汽车尾气检测装置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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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京运通（香港）有

限公司 
2,000 万港元 香港 冯焕培 国际贸易 否 

5 
平湖京运通新能

源有限公司 
10,500 浙江 谢月云 

分布式光伏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

项目的投资。 
否 

6 
嘉善京运通新能

源有限公司 
3,000 浙江 谢月云 

一般项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

售。 
否 

7 
海盐京运通新能

源有限公司 
3,000 浙江 谢月云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设

计、建设；太阳能发电系统设计、

维护服务（以上不含禁止、限制外

商投资企业经营的项目）。 

否 

8 
无锡京运通科技

有限公司 
30,000 江苏 冯震坤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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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

子专用材料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否 

9 
无锡京运通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2,000 江苏 张文慧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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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

术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否 

10 
合肥红日光伏有

限公司 
4,600 安徽 谢月云 

太阳能发电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

和开发、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工程的

建设、运营管理、工程承包，电能

销售；太阳能电力工程技术咨询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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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及建设管理业务；物资采购及销

售.（以上经营范围除行政许可项

目） 

11 
遂川兴业绿色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5,100 江西 张文慧 

电力、热力的开发、销售、技术咨

询与服务；新能源的开发、投资与

建设；风力、太阳能发电的开发、

建设、生产、销售及运营；与太阳

能发电相关的工程总承包；智能电

网、节能与环保、新能源技术的研

发、设计及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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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2 
北京京运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000 北京 冯焕培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物业管理；清洁服务；

机电设备维修；园林绿化服务；盆

景、花卉出租；经济信息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施工总承包、专业承

包；销售清洁用品、机电设备、机

械设备、日用百货、办公用品、五

金交电、装饰材料；房地产开发；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否 

13 

西乌珠穆沁旗金

山华扬新能源有

限公司 

2,100 内蒙古 张文慧 
许可经营项目：筹建风电场前期工

程。 一般经营项目：无 
否 

14 
绍兴银阳新能源

有限公司 
3,000 浙江 谢月云 

项目装机量 6MW 以下的太阳能光

伏发电项目的开发、运行、维护及

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系统设

计、施工、维护服务。 

否 

15 
珠海华达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1,500 广东 谢月云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 
否 

16 
连云港远途新能

源有限公司 
200 江苏 谢月云 

分布式光伏发电，光伏发电的技术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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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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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确山县星辉电力

有限公司 
4,300  河南 张文慧 

太阳能发电工程设计、施工；太阳

能运营发电、光伏项目开发；新能

源节能技术研发、转让、咨询服务；

太阳能发电设备以及元器件销售。 

否 

18 
汝南县星火电力

有限公司 
2,700 河南 张文慧 

太阳能发电工程设计、施工；太阳

能运营发电、光伏项目开发；新能

源节能技术研发、转让咨询服务；

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否 

19 

乌海市京运通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50,000 内蒙古 冯焕培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

生产、销售硅晶体材料；硅晶体材

料的技术开发；光伏技术成果转

让、技术咨询；从事上述产品及太

阳能电池片、太阳能发电设备及零

部件批发、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 

否 

20 
贵州兴业绿色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23,000 贵州 谢月云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

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

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

自主选择经营。（电力、热力的开

发、销售、技术咨询与服务；新能

源的开发、投资与建设；风力、太

阳能发电的开发、建设、生产销售

及运营；与太阳能发电相关的工程

总承包；智能电网、节能与环保、

新能源技术的研发、设计及应用。） 

否 

21 
濉溪县昌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1,570 安徽 谢月云 

电力设备的研发及技术咨询、开

发、转让；新能源电站系统工程设

计、开发、建设；电站配套电力配

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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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2 
安徽玖通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1,200 安徽 谢月云 

新能源产品、环保产品的技术开

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及产品销售；光伏发

电项目的市场开发；工程建设、电

站维护、经营管理及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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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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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泰安市启程能源

有限公司 
2,300 山东 谢月云 

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光伏项目的建

设、管理、维护；染料作物、绿肥

作物、中药材种植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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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4 
滁州天智羿太阳

能发电有限公司 
500 安徽 谢月云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开发、推广；

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

设备安装；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

建设、维护、经营管理及技术咨询；

太阳能光伏产品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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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5 
凤阳达利华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 安徽 张文慧 

太阳能发电的开发、投资、建设、

生产、销售、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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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6 
安庆兴发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600 安徽 谢月云 

新能源光伏电站的开发、销售及运

行；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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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96579942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96579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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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珠海市鼎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800 广东 谢月云 

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

例》，经营范围不属登记事项。以

下经营范围信息由商事主体提供，

该商事主体对信息的真实性、合法

性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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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8 
乌海市京运通新

能源有限公司 
50,000 内蒙古 冯焕培 

生产硅晶体材料；硅晶体材料的技

术开发；销售硅晶体材料；光伏技

术成果转让、技术咨询；从事上述

产品及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发电

设备及零部件批发、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 

否 

29 
湖北鑫业绿色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7,500 湖北 张文慧 

电力和热力开发、销售、技术咨询

与服务；新能源的开发、投资与建

设（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投

资的项目外）；风力、太阳能发电

的开发、建设、生产销售及运营；

与太阳能发电相关的工程总承包；

智能电网、节能与环保、新能源技

术的研发、设计及应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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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乐山市京运通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300,000 四川 关树军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

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半导体

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

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非金属矿物制

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太

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

用产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科技中介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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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否 

31 

乐山市京运通半

导体材料有限公

司 

10,000 四川 谢月云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

制品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

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

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太阳

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

产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

子专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科技中介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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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乐山市京运通硅

片有限公司 
10,000 四川 谢月云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

制品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

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

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太阳

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

产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

子专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科技中介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否 

33 
京运通（天津）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0 天津 李杨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

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劳务分

包；施工专业作业；电力设施承装、

承修、承试；发电、输电、供电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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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

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金属工

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光缆销售；

五金产品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

网络技术服务；软件销售；软件开

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机械电气设

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日用品销

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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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山西京运通新能

源有限公司 
200 山西 李杨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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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光伏发电设备租

赁；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否 

35 
山西京运生态新

能源有限公司 
200 山西 谢月云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

发电设备租赁；电力电子元器件销

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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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被担保人名称 

2021 年度财务指标（已经审计）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1 北京天能运通晶体技术有限公司 209,961.01  42,027.08  99,260.83  1,728.29  79.98% 

2 无锡荣能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45,938.63  16,450.48  119,581.36  11,670.33  64.19% 

3 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8,171.74  -11,610.33  13,265.49  162.06  141.21% 

4 京运通（香港）有限公司 2,404.59  2,404.59  0.00  -57.95  0.00% 

5 平湖京运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26,873.28  20,604.47  3,450.86  1,535.44  23.33% 

6 嘉善京运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11,043.57  7,842.40  1,782.69  820.28  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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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盐京运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14,186.53  10,547.75  2,325.24  1,171.66  25.65% 

8 无锡京运通科技有限公司 162,376.54  46,353.42  212,071.92  14,651.30  71.45% 

9 无锡京运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4,116.45  3,795.15  1,880.81  -327.52  7.81% 

10 合肥红日光伏有限公司 22,132.35  10,111.05  2,553.23  1,090.12  54.32% 

11 遂川兴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8,200.44  5,995.77  1,864.32  66.18  67.06% 

12 北京京运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70.47  -3,102.91  1,387.89  -2,589.98  285.75% 

13 西乌珠穆沁旗金山华扬新能源有限公司 638.31  503.13  0.00  -1.48  21.18% 

14 绍兴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7,993.25  5,499.65  1,096.01  471.88  31.20% 

15 珠海华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270.42  1,952.03  474.89  161.47  54.29% 

16 连云港远途新能源有限公司 3,013.95  207.09  368.53  25.48  93.13% 

17 确山县星辉电力有限公司 16,205.96  5,280.19  1,595.85  32.94  67.42% 

18 汝南县星火电力有限公司 10,086.71  3,440.78  1,012.69  9.76  65.89% 

19 乌海市京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64,430.67  77,843.58  306,195.52  43,997.73  70.56% 

20 贵州兴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2,085.88  33,812.84  8,226.05  1,064.19  58.81% 

21 濉溪县昌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990.67  2,628.70  783.22  177.69  62.40% 

22 安徽玖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007.97  1,820.25  408.11  181.70  54.58% 

23 泰安市启程能源有限公司 6,166.49  3,298.10  666.80  130.05  46.52% 

24 滁州天智羿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2,006.75  476.60  155.16  -82.85  76.25% 

25 凤阳达利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179.45  1,435.81  307.82  54.31  54.84% 

26 安庆兴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79.29  1,089.04  263.17  93.18  47.62% 

27 珠海市鼎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255.49  1,310.00  305.71  165.24  41.92% 

28 乌海市京运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5,549.32  62.78  0.00  7.54  98.87% 

29 湖北鑫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7,343.12  8,314.61  2,695.57  138.77  69.59% 

30 乐山市京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33,824.15  323,806.09  52,278.83  -6,260.67  25.36% 

31 乐山市京运通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202.49  199.97  0.00  -0.03  1.25% 

32 乐山市京运通硅片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33 京运通（天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36.44  923.73  255.54  -68.78  10.87% 

34 山西京运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0.10  0.00  0.00  0.00  100.00% 

35 山西京运生态新能源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965799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