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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2-103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宁夏国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国

博”）、一级全资子公司宁夏泽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

泽诚”）、三级全资子公司苏尼特左旗巽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尼特巽嘉”）；公司控制的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宁柏基金”）下属汤阴伏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汤阴伏绿”)、景县中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县中电”)、

商河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河国瑞”）。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为宁夏国博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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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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人民币1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宁夏国博实际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4,200万元。 

2、公司为苏尼特巽嘉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

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5,00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苏尼特巽嘉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万元。 

3、公司为汤阴伏绿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24,84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汤阴伏绿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035.101万元。 

4、公司为景县中电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42,25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景县中电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918.845889万

元。 

5、公司为宁夏泽诚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18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宁夏泽诚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0,000万元。 

6、公司为商河国瑞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87,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商河国瑞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1,500万元。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

外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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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为满足公司下属公司宁夏国博、苏尼特巽嘉、汤阴伏绿、景县中

电、宁夏泽诚、商河国瑞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

毕后债权人要求变更担保方的要求，公司于近日为上述公司分别向华

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

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为宁夏国博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1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宁夏国博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4,200万元。 

2、公司为苏尼特巽嘉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

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5,00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苏尼特巽嘉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万元。 

3、公司为汤阴伏绿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24,84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汤阴伏绿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035.101万元。 

4、公司为景县中电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42,25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景县中电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918.845889万

元。 

5、公司为宁夏泽诚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18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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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司为宁夏泽诚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0,000万元。 

6、公司为商河国瑞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87,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商河国瑞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1,500万元。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三届九次董事会、于 2022 年 5

月 20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

金融机构申请 2022 年度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上述担保在授权范围内。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2022 年 5 月 21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1）、《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2 年度授信额度计划及在授信额度内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和《宁夏嘉泽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宁夏国博 

1、宁夏国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夏国博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245962128718 

住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河西镇田家岭村 

注册资本 116,99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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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2年 6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 陈波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可再生能

源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服务；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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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名称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宁夏国博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度/2021.12.31 

总资产（万元） 574,148.10 

净资产（万元） 203,883.24 

营业收入（万元） 77,860.86 

净利润（万元） 22,439.84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宁夏国博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二）苏尼特巽嘉 

1、苏尼特巽嘉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尼特左旗巽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2523MA0RRTJ92J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宝力道路 10号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年 10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 韩晓东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信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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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机械设备销

售；电气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

制品销售。 

控股股东名称 涞源县泽恺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苏尼特巽嘉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 年 1-9 月/2022.9.30（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4,393.01 

净资产（万元） 2,000.03 

营业收入（万元） 0 

净利润（万元） 0.03 

3、苏尼特巽嘉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汤阴伏绿 

1、汤阴伏绿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汤阴伏绿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523MA44KBB58U 

住所 汤阴县菜园镇南街村马路路南 

注册资本 5,44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年 11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 梁鹏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项目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开发、投资、设计、建造、运

营、电力销售。 

控股股东名称 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股比例65% 

2、汤阴伏绿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27,520.18 

净资产（万元） 8,0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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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万元） 4,545.41 

净利润（万元） 1,437.39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汤阴伏绿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四）景县中电 

1、景县中电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景县中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127MA080PJP81 

住所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景安公路安陵中学西 

注册资本 3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 12月 06日 

法定代表人 郑小晨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风电发电、光伏、热力、电力销售；工程招标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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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名称 中能国电新能源衡水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80% 

2、景县中电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80,470.69 

净资产（万元） 26,799.85 

营业收入（万元） 8,438.04 

净利润（万元） 3,382.19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景县中电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五）宁夏泽诚 

1、宁夏泽诚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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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宁夏泽诚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24MA7G11R98B 

住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韦州镇青龙山村办公室 102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2年 1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 韩晓东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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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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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控股股东名称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宁夏泽诚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 年 1-9 月/2022.9.30（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239,339.65 

净资产（万元） 87,680.02 

营业收入（万元） 3,046.61 

净利润（万元） 1,492.97 

3、宁夏泽诚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六）商河国瑞 

1、商河国瑞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商河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26MA3C8MG76E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殷巷镇菜园孙村国瑞风电场 

注册资本 13,5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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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6年 4月 7日 

法定代表人 郑小晨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项目、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工程建设及运营管理；售电；机

电设备安装工程总承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设

计、销售及其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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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洁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商河国瑞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102,050.14 

净资产（万元） 20,735.50 

营业收入（万元） 15,347.96 

净利润（万元） 7,269.12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商河国瑞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就上述担保事项分别与债权人华能天成融资租赁签订了保

证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将公司持有的借款主体相应出资的

股权提供了质押担保或质押了项目公司股权，由其项目投产后产生

的电费收费权及应收账款提供了质押担保，由其项目投产后的机器

设备提供了抵押担保、由其项目地的土地提供了抵押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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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公司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者利益输送的情况。

相关下属公司具备偿债能力，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

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

权，且其经营稳定，担保风险可控。贷款均用于各自的新能源项目建

设，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6月末，公司担保总额为570,813.57万元，占公司

2022年6月末净资产的98.80%，均系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三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三届六次监事会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四）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