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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取得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被担保对象广西信安锐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安锐达”）、广州市泺立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泺立能源”）、广州鑫广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鑫广源”）、深圳广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润建设”）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建股份”或“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资产负债率70%

以下子公司取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资产负

债率70%以上子公司取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润建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建新能源”）、

广州市赛皓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皓达”）、润建智慧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智慧能源”），取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授信分别提供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5,000、2,000、2,000万元的担保；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信安锐达、

泺立能源、鑫广源、广润建设，取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授信分别提供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5,000、3,000、2,000、1,000万元的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均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子公司取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授信提供担保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议案》、《关于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子公司取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润建新能源、赛皓达、智慧能

源，取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授信分别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2,000、

2,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有效期为3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

的子公司：信安锐达、泺立能源、鑫广源、广润建设，取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分行授信分别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3,000、2,000、1,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有效

期为3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后续公司将根据各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需要，

在有效授权期间内与相关金融机构具体签订授信担保合同。各子公司其余股东将按其持

股比例，同比例为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亦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

审核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本次为润建新能

源、赛皓达、智慧能源提供授信担保事项仍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为信安锐达、泺立能源、鑫广源、广润建设提供授信担保事项在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涉及《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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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润建股份

有限公司 

润建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70.00% 9.21% 0 5,000 1.22% 否 

润建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市赛皓达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70.00% 42.68% 2,000 2,000 0.49% 否 

润建股份

有限公司 

润建智慧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67.37% 0 2,000 0.49% 否 

润建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信安锐达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88.44% 0 5,000 1.22% 否 

润建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市泺立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51.00% 89.10% 2,000 3,000 0.73% 否 

润建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鑫广源电力

设计有限公司 
70.00% 70.71% 3,000 2,000 0.49% 否 

润建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广润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51.00% 80.35% 0 1,000 0.24%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润建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润建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 09月 24日 

注册地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金龙路 27 号 B2 栋二层 203-82 号房 

法定代表人：魏刚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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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生产和供应；合同能源管理；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销售；充电桩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仪器仪表修理；仪器仪表制造；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停车场服务；专用设备修理；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运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新能源原

动设备制造；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碳减排、碳转

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装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

力设施器材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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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供电业务；认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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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14,000 70.00% 

2  广州奇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00 19.00% 

3 广州瑞诚富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0 11.00% 

 合  计 1,382.65 100%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70.00%股份。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资   产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7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8,989.62 1,138,113.28 

负债总额 54,690.99 127,697.32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54,690.99 127,697.32 

净资产 978,989.62 1,138,113.28 

损   益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7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0 -2,413,882.67 

净利润 0 -2,413,882.67 

信用状况：润建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广州市赛皓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州市赛皓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03月 02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右南路 25 号地下 

法定代表人：柯春俊 

注册资本：305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

遣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器辅件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计

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智能无人飞行器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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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子

专用材料研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网络技术服务;信息安全设

备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物联网技术服务;贸易经纪;电容器及其配

套设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软件销售;劳务派遣服务;建筑

劳务分包;通用航空服务;建设工程施工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州市泺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50 100% 

 合  计 3,050 100%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泺立能源 51%股份，赛皓达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间接持

有 51%股份。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资      产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07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401,991.66 43,379,720.40 

负债总额 20,571,675.57 18,516,509.36 

银行贷款总额 950,000.00 95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0,557,109.16 16,866,144.86 

净资产 24,830,316.09 24,863,211.04 



 

损      益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7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798,311.96 10,227,813.94 

利润总额 2,745,898.47 -82,208.20 

净利润 2,328,772.53 32,894.95 

信用状况：赛皓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润建智慧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润建智慧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12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富康西街 9 号 111 房 

法定代表人：唐敏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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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

件销售;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市政设施

管理;停车场服务;装卸搬运;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电

线、电缆经营;电工仪器仪表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销售;

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工器材销售;软件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

置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光伏发电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五金产品批发;

办公用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保温材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

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

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润

滑油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特种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卫生洁具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橡胶制品销售;消防器材销售;照明器具销售;金属制

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高性能纤

维及复合材料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软件开发;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电力设施承装、

承修、承试;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供电业务;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劳务派遣服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 

 合  计 10,000 100%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资   产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7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506,576.25 32,420,426.11 

负债总额 10,165,834.28 21,840,238.78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9,152,189.36 20,826,593.86 

净资产 10,340,741.97 10,580,187.33 

损   益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7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53,053.29 20,272,276.83 

利润总额 -8,315,819.12 241,387.11 

净利润 -8,315,819.12 239,445.36 

信用状况：智慧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广西信安锐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西信安锐达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 4月 2日 

注册地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金龙路 8 号 16 号楼 2 层 

法定代表人：覃诗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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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

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大数据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

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智能农业管理；电子元器件批发；智

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

务；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咨询策划服务；信

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智能家庭网关制造；互联网设备销售；可穿戴智

能设备销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



 

控系统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计算器设备销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租

赁；会议及展览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企业管理咨询、互联网安全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广

告设计、代理；软件外包服务；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电

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光通信设备销售；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开发；虚拟现实设备制

造；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照明器具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人工智能

硬件销售；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广播影视设

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发电机

及发电机组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池销售；导航终端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

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服务

消费机器人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智能无人

飞行器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通用设备修理；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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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

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民用核安全设备安装；检验检

测服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 

 合  计 10,000 100%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资   产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7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8,533,258.56 232,808,408.67 

负债总额 346,581,371.50 205,804,580.79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346,581,371.50 205,804,580.79 

净资产 21,951,887.06 27,003,827.88 

损   益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7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042,787.24 83,458,044.82 

利润总额 15,236,607.73 6,735,921.10 

净利润 11,451,264.54 5,051,940.82 



 

信用状况：信安锐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广州市泺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州市泺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03月 15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 108 号丰伟大厦 806 房 

法定代表人：胡永乐 

注册资本：501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软件开

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技术服务;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计算机及通

讯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通信设备制造;通信

设备销售;节能管理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软件销售;互联网设备制造;网络设备

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修理;专业设计服

务;发电技术服务;电气机械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计量

服务;仪器仪表修理;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

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器辅件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

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器辅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贸易经纪;劳务服

务（不含劳务派遣）;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电容器及其

配套设备制造;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测绘服务;

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建筑劳务分包;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通用航空服务;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

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2,555.1 51% 

2 文锋 2,454.9 49% 

 合  计 5,010 100%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51%股份。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资   产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7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5,510,006.36 182,298,079.57 



 

负债总额 185,653,140.04 162,419,128.49 

银行贷款总额 490,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180,455,480.44 160,926,240.63 

净资产 19,856,866.32 19,878,951.08 

损   益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7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1,991,105.71 19,327,842.68 

利润总额 742.30 287,324.88 

净利润 -217,714.09 22,084.76 

信用状况：泺立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广州鑫广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州鑫广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 05月 26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梅东路 21 号 

法定代表人：严昱 

注册资本：23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发电

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节能管理服务;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

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电工器材销售;电工仪器

仪表销售;软件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碳减排、

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电力行业高效

节能技术研发;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供电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工程造价

咨询业务;劳务派遣服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1,610 70% 

2 冯晓棕 690 30% 

 合  计 2,300 100%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70%股份。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资   产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7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127,599.91 107,731,369.81 



 

负债总额 32,765,965.99 76,174,653.64 

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 2,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1,363,547.11 76,174,653.64 

净资产 31,361,633.92 31,556,716.17 

损   益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7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924,081.66 14,528,301.42 

利润总额 1,019,031.07 229,508.52 

净利润 422,805.73 195,082.25 

信用状况：鑫广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深圳广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广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 02月 23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高发社区侨香路 4068 号智慧广场 A 栋 1302A 

法定代表人：邹超 

注册资本：10,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住宅房屋建筑工程；住宅装饰和装修；建筑幕墙装饰和

装修；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程、电力工程、水利水电机电上门安装

工程、地基基础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古建筑工程、预拌混泥土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

程、隧道工程、特种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公路工程施工、环保工程、桥梁工

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工程设

计活动；建筑劳务分包；工程勘察活动；水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监测；国内贸易；建筑

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自有房产租赁。（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工程检测服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5,151 51.00% 

2 邹超 1,616 16.00% 

3 朱安杰 1,111 11.00% 

4 王翰林 1,111 11.00% 

5 文锋 1,111 11.00% 

 合  计 10,100 100%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51%股份。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资   产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7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33,651.20 37,097,599.33 

负债总额 6,499,743.41 29,809,425.17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491,721.06 5,502,252.21 

净资产 -666,092.21 7,288,174.16 

损   益 
2021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 1-7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30,635,614.38 

利润总额 -666,092.21 1,085,688.49 

净利润 -666,092.21 814,266.37 

信用状况：广润建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为润建新能源、赛皓达、智慧能源提供授信担保的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由润建新能源、赛皓达、智慧能源根据生产经营的具体需要，在有效授权期间内与

具体金融机构签订授信担保合同；公司本次为信安锐达、泺立能源、鑫广源、广润建设

提供授信担保的事项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信安锐达、泺立能源、鑫广源、广润建

设根据生产经营的具体需要，在有效授权期间内与具体金融机构签订授信担保合同。 

五、董事会意见 

1、本次担保的原因 

润建股份是通信信息网络与能源网络的的管理和运维者，润建新能源、赛皓达、智

慧能源、信安锐达、泺立能源、鑫广源、广润建设，各子公司业务涵盖新能源电站管维、

通信综合能源管理、数字化业务等，伴随公司能源网络管维业务、信息网络管维业务的快

速发展，上述子公司资金需求量也大幅上升，为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及确保其研发投入力

度，上述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授信，应银行要求公司为本次授信提供担保。 

2、董事会意见和拟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为润建新能源、赛皓达、智慧能源、信安锐达、泺立能源、鑫

广源、广润建设提供授信担保的事项，符合上述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也符合公司的长

远利益。上述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资信状况良好，且公司已就此事项已进行过充分

的测算分析，认为上述子公司具有足够的偿还债务能力，风险可控。本次为上述子公司担

保事项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将要求公司管理层结合上述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现金回笼情况，审慎开展

对外担保业务，严格审核其还款能力、项目风险和收益等，并加强对其财务管控和内部审

计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授信担保风险，以保障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3、公司已与上述子公司的其余股东达成一致，在后续实际签署授信担保合同时，公

司与各子公司的其余股东将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连带担保措施，以保障公司的利益。 

4、本次担保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上述子公司，因

此未要求上述子公司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8,5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的比例为6.9575%；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8,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的比例

为6.9575%。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形，也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 

七、其他 

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