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93         证券简称：中来股份       公告编号：2022-150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100%，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前述担保主要为公司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均

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经过调整，公司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其

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其

中为资产负债率小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上述担

保额度的期限为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年度担保额

度预计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在此额度

范围内，公司将不再就每笔担保事宜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在不超过

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总担保额度范围

内适度调整各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担保额



 
 

度，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3 月 1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2 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关于增加 2022 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月 24日、2022 年 1月 27日、2022年 2月 7日、2022

年 3 月 23 日、2022 年 4 月 21日、2022 年 4月 29日、2022 年 6月 24日、2022

年 7 月 14 日、2022 年 7 月 22 日、2022 年 7月 27日、2022 年 7月 29日、2022

年 9 月 20 日、2022 年 9 月 26 日、2022 年 9月 29 日、2022 年 10月 18日、2022

年 11 月 3 日、2022 年 11 月 24日、2022 年 12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2022-018、2022-020、2022-047、

2022-057、2022-080、2022-094、2022-100、2022-104、2022-105、2022-106、

2022-119、2022-121、2022-122、2022-124、2022-130、2022-145、2022-147）。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保证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中来光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中

来”）融资事项的顺利进行，近日公司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Y2022SH0595-b01）,公

司为山西中来与浙银金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项下所负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同时，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

中来”）融资事项的顺利进行，近日公司与海尔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尔租赁”）签署了《公司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ZNZZ-20220909-Z061-001-HZ-G01、ZNZZ-20220909-Z061-002-HZ-G01），公司为

泰州中来与海尔租赁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项下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以及欠付的

任何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前的

对被担保方的

本次担保后的

对被担保方的

2022年度

预计剩余可



 
 

担保余额 担保余额 用担保额度 

公司 山西中来 10,000 305,000 315,000 85,000 

公司 泰州中来 

6,000 

137,501.97 149,501.97 13,380 

6,000 

注：担保余额系指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

保事项的担保金额在公司2022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及山西中来与浙银金租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及泰州中来与海尔租赁不

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均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山西中来光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工商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山西中来光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9900MA0LFPJP1T 

法定代表人：谢建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唐槐路77号科技创新孵化基地5号

楼4层424室 

成立日期：2021 年 2月 8日 

营业期限：2021 年 2月 8日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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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

料制造；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组件、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制造相关设备的研发、

制造、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光伏电站建设，太阳能级硅片、太阳能电池组件、

太阳能材料的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光伏发电与售电；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制造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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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持有山西中来100%股权。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日 2022 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081,375,343.52 1,293,566,377.14 

负债总额 815,186,078.94 1,045,692,114.66 

净资产 266,189,264.58 247,874,262.48 

资产负债率 75.38% 80.84%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 33,954,491.46 

利润总额 -42,228,165.22 -29,014,299.09 

净利润  -34,810,735.42 -21,607,599.17 

注：2021年度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前三季度数据

未经审计。 

（二）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工商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4MA1MFCD49L 

法定代表人：谢建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33454.57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姜堰经济开发区开阳路 

成立日期：2016 年 02 月 19日 

营业期限：2016 年 02 月 1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组件、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制造相关设备的

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光伏电站建设，太阳能级硅片、太阳能电

池组件、太阳能材料的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光伏发电与售电；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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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权及控制关系 

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177,818.19 76.17 

2 泰州市姜堰区龙翔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7,090.92 15.89 

3 泰州市姜堰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272.73 3.97 

4 泰州市金东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 9,272.73 3.97 

合计 233,454.57 100 

注：泰州市金东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泰州市姜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更

名而来。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日 2022 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5,596,663,540.70 6,900,915,581.50 

负债总额 3,567,651,083.28 4,796,554,081.67 

净资产 2,029,012,457.42 2,104,361,499.83 



 
 

资产负债率 63.75% 69.51%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3,593,270,570.48 3,842,035,781.92 

利润总额 -587,570,644.90 -9,496,427.85 

净利润 -549,162,286.43 5,601,655.23 

注：2021年度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前三季度数据

未经审计。 

（三）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山西中来光能电池科技有限公

司、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均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四）上述被担保对象信用情况良好，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公司能够控制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管理，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能切实有效地进行监

督和管控，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因此上述接受担保的控股子

公司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提供反担保。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Y2022SH0595-b01） 

1、债权人：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保证人：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被担保的主债权：被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依据其与山西中来光能电池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租人”）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ZY2022SH0595 的《融资

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承租人的全部债权。主合同项下

租赁物购买价款总额即租赁本金为：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00）,租

赁期限 48 个月。 

3、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担保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的

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

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

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4、保证方式：本保证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乙方对主合同项下承租

人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若全部或部分主合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依主合同约定甲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其提

前到期日即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6、争议解决：双方就本合同的解释和履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

商方式解决。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争议，任何一方可以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合同生效：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 二 ） 《 公 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ZNZZ-20220909-Z061-001-HZ-G01、ZNZZ-20220909-Z061-002-HZ-G01） 

1、权利人：海尔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证人（主合同承租人）：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主债务（被担保债务）： 

主合同：（1）《售后回租合同》（主合同编号：ZNZZ-20220909-Z061-001-HZ），

主合同项下租赁物购买价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0,000.00）,租赁期共

24个月。（2）《售后回租合同》（主合同编号：ZNZZ-20220909-Z061-002-HZ），

主合同项下租赁物购买价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0,000.00）,租赁期共

24个月。 

现在或将来任何时候被保证人在主合同（主合同为一份或多份时，各份主合

同均简称并合称为“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以及欠付权利人的任何

债务，包括但不限于遵守关于租赁物使用、维修、保养的相关约定，以及被保证

人（被保证人为一人或多人时，各被保证人均简称并合称为“被保证人”）应向

权利人支付的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租息、迟延罚金、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以及权利人及其指定人士因行使主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为实现主合同项下债

权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

保险费、申请执行费、律师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差旅费等）。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被担保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两年止，

且该期间将根据主合同或本合同的任何展期或重述规定而得以展期。在保证期

间，权利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4、保证性质：无条件和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5、争议解决：（1）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先由双

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本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2）

若仅发生个别事项争议，则除争议事项外，本合同各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其他条

款。 

6、生效：本合同经保证人、权利人签署后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公司本次为山西中来、泰州中来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

额1,027,749.25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总余额为690,838.40万元，

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03.90%。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提供的实际担保总余额为 1,485.68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0.4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浙银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Y2022SH0595-b01）； 

2、公司与海尔租赁签署的《公司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ZNZZ-20220909-Z061-001-HZ-G01、ZNZZ-20220909-Z061-002-HZ-G01）。 

 



 
 

特此公告。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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