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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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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确保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发展及日常经

营需要，并结合 2022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需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总额度 235,000 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有效期为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对外担保计划的明细如下： 

（一）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2022 年预计担保

金额 

1 

森特士兴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烨兴钢制品有限公司 50,000 

2 森特士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3 隆基绿能光伏工程有限公司 50,000 

4 森特士兴(深圳)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合计 200,000 

 

 

 



（二）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参股公司 担保公司 反担保公司 
反担保

比例 

2022 年预计反

担保金额 

1 

中建八局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

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森特士兴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40% 35,000 

合计 35,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1、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烨兴钢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兴北二街 1号院 2号楼 1层 102室 

法定代表人：孟托 

经营范围：加工不锈钢、铝合金板、镀锌板、烤漆板、复合板；销售不锈钢、

铝合金板、镀锌板、烤漆板、复合板、建筑材料；技术服务；产品设计。（市场

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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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0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589,966.52 155,325,116.00 

负债总额 142,485,679.83 167,495,462.51 

净资产 -9,895,713.31 -12,170,346.51 

营业收入 255,682,971.93 62,213,191.43 



利润总额 -20,710,874.65 -3,065,533.13 

净利润 -15,585,438.50 -2,274,633.20 

 

2、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森特士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东四路 10号院 1号楼 4层 101 

法定代表人：叶渊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推广服务；软件服务；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生产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环境保护监测；水污染治

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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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森特士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1月成立，目前暂无发生相关财务数

据。 

3、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隆基绿能光伏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安市航天基地航天中路 388 号办公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蒋东宇 

经营范围：集中式和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工程、并网和离网发电系统工程、

太阳能照明系统工程、钢结构工程、光伏大棚的设计与施工；光伏电池板、电池

片和组件、光伏控制器、逆变器、汇流箱、电线电缆的销售、安装、维护；新能

源产品、新材料产品的开发；机电一体化产品、工业自动化产品、机电设备（不

含汽车）、仪器仪表及配件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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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2年 0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7,149,535.59  306,473,162.20 

负债总额  631,583,451.29  230,693,613.82 

净资产  75,566,084.30  75,779,548.38 

营业收入  393,832,738.65  65,582,501.57 

利润总额  -31,657,286.32  -3,924,570.90 

净利润  -27,983,513.96  -3,924,570.90 

 

4、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森特士兴(深圳)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兴社区骏翔 U8智造产业园 U3栋 345 

法定代表人：蒋海峰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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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

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工程总承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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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0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28,079.16 2,490,940.89 

负债总额 1,928,079.16 2,094,114.66 

净资产 0．00 396,826.23 

营业收入 1,928,079.16 0.00 

利润总额 0.00 -53,173.77 

净利润 0.00 -53,173.77 

 

（二）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 

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建八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号 C楼 

法定代表人：张贺涛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 一般项目：工

程管理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监测，水污染

治理，机械设备租赁，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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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0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0,194,919.87 358,213,258.73 

负债总额 333,707,618.27 271,709,939.52 

净资产 96,487,301.60 86,503,319.21 

营业收入 366,513,131.95 23,281,326.48 

利润总额 1,001,945.14 -9,983,982.39 



净利润 878,730.71 -9,983,982.39 

 

三、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82,010,455.92元，

占本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53%。其中为参股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 27,489,263.20 元，为联合中标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54,521,192.72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四、本次担保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所需，不会对公司产生不

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0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