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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浪科技”或“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前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孙）公司的担保，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的概述 

为满足全资孙公司宁波东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旦"）、宁波

东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瀚"）、宁波东虹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东虹"）、宁波东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辉"）、宁波东锦

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锦"）、宁波东黎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东黎"）、宁波东晴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晴"）、宁波东维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维"）、宁波东耀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

东耀"）、宁波东熠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熠"）、浙江昱银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昱银"）生产经营需求，锦浪科技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就为

上述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申请的共计

19,800 万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签署了保证合同。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子（孙）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为各级全资、控股子（孙）公司向银行及金融

机构申请授信（主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

等）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共计不超过 580,000 万元。担保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上述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根据实际经营

需要可在总对外担保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分配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的担保

计划日止，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负责对外担保事项的具体实施。 

截至本公告日，锦浪科技对除宁波锦浪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孙）公司总担保额度为 420,000 万元，本次担保后宁波东旦、

宁波东瀚、宁波东虹、宁波东辉、宁波东锦、宁波东黎、宁波东晴、宁波东维、

宁波东耀、宁波东熠、浙江昱银担保余额各为 1,800 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258,775

万元。 

二、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宁波东旦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7BU7539F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园金开路 80 号 6 幢 608 室(自主

申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金晶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11-12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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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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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设备修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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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 公司名称：宁波东瀚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7BU77L9C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园金开路 80 号 6 幢 610 室(自主

申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金晶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11-12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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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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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设备修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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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资产总额 2,796.82 1,818.57 

负债总额 2,008.93 1,539.59 

所有者权益总额 787.89 278.99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02.62 4.56 

利润总额 62.37 4.30 

净利润 60.70 4.19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28.99 1,329.42 

负债总额 1,848.95 1,053.75 

所有者权益总额 780.04 275.67 



(三) 公司名称：宁波东虹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7CWWRR5D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园金开路 80 号 6 幢 614 室(自主

申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金晶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11-12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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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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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设备修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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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93.40 1.01 

利润总额 57.71 0.89 

净利润 56.17 0.87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12.45 1,139.63 

负债总额 1,734.99 864.51 

所有者权益总额 777.45 275.12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86.37 0.42 

利润总额 55.61 0.33 



(四) 公司名称：宁波东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7CK6AF20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园金开路 80 号 6 幢 609 室(自主

申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金晶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11-12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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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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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设备修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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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五) 公司名称：宁波东锦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7BU7520J 

净利润 54.13 0.32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81.99 1,249.60 

负债总额 1,903.39 973.34 

所有者权益总额 778.59 276.25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88.92 1.63 

利润总额 55.62 1.49 

净利润 54.14 1.45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园金开路 80 号 6 幢 607 室(自主

申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金晶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11-12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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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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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设备修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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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六) 公司名称：宁波东黎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7CK6AG0T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园金开路 80 号 6 幢 618 室(自主

申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63.08 1,450.59 

负债总额 1,782.54 1,172.15 

所有者权益总额 780.54 278.44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90.73 3.99 

利润总额 55.38 3.73 

净利润 53.90 3.64 



法定代表人：金晶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11-12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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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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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设备修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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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七) 公司名称：宁波东晴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7BU7504W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园金开路 80 号 6 幢 604 室(自主

申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金晶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11-12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05.46 1,300.30 

负债总额 1,941.34 1,025.22 

所有者权益总额 764.12 275.09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88.89 0.38 

利润总额 42.36 0.29 

净利润 40.83 0.29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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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电气设备修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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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八) 公司名称：宁波东维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7CWWRQ7J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园金开路 80 号 6 幢 617 室(自主

申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金晶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11-12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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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41.11 1,405.60 

负债总额 1,667.52 1,127.28 

所有者权益总额 773.59 278.32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80.38 3.88 

利润总额 48.36 3.62 

净利润 47.07 3.52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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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设备修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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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九) 公司名称：宁波东耀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7BU77M77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园金开路 80 号 6 幢 616 室(自主

申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金晶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11-12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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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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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设备修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12.21 1,903.39 

负债总额 1,922.15 1,627.17 

所有者权益总额 790.07 276.23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06.08 1.60 

利润总额 67.44 1.47 

净利润 65.64 1.43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十) 公司名称：宁波东熠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7BU77N52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园金开路 80 号 6 幢 615 室(自主

申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金晶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11-12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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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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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设备修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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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30.46 1,490.36 

负债总额 1,849.74 1,214.60 

所有者权益总额 780.72 275.76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93.05 1.11 

利润总额 58.31 0.99 

净利润 56.76 0.96 



单位：万元人民币 

 (十一) 公司名称：浙江昱银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2J3WA56M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园海港路 10 号 210 室(自主申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金晶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12-15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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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发

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气设备修理；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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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276.54 1,220.46 

负债总额 1,505.72 945.16 

所有者权益总额 770.82 275.30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78.52 0.61 

利润总额 48.62 0.51 

净利润 47.33 0.50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55.94 2,372.12 

负债总额 1,618.62 1,613.3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全资孙公司宁波东旦、宁波东瀚、宁波东虹、宁波东辉、宁波东锦、宁波东

黎、宁波东晴、宁波东维、宁波东耀、宁波东熠、浙江昱银向中国银行申请共计

19,800 万借款，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

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后三年。 

如果债务人在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权人进行清偿，债

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 

四、累积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58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258.90%。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累计对全资、控股子（孙）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

为 246,15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109.88%。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况。 

五、其他 

    此担保事项披露后，如果担保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会及时披露相应的进展

公告。 

六、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所有者权益总额 837.31 758.78 

报表项目 2022 年 4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30.64 53.61 

利润总额 79.70 23.64 

净利润 77.53 2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