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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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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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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2 月 26 日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3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在2023年度为公司部分控

股子公司向银行、金融机构等申请融资（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项目

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票据贴现、保理、融资租赁、出口押汇、外汇

远期结售汇以及衍生产品等相关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包括但不限于履约担保、

产品质量担保）时提供担保，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

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预

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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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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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亿元。该担保额度不含之前已审批的仍在有效期内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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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签署

有关的法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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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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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公司本次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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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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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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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中来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76.17% 69.51% 149,501.97 200,000 52.68% 否 

苏州中来民生能

源有限公司 
82.71% 80.82% 211,560.00 250,000 65.85% 否 

山西中来光能电

池科技有限公司 
100% 80.84% 315,000.00 180,000 47.41% 否 

江苏中来新材科

技有限公司 
100% 45.45% 0 70,000 18.44%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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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不存

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苏州中来民生能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工商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中来民生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3463560552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南大道 1号 810 室 

法定代表人：王宏亮 

注册资本：30937.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07 月 07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07 月 07日至 2045 年 07 月 06 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电站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维修保养、回收；新能源

发电；新能源电力用户侧管理、咨询；储能设施的销售、安装、运维管理；电力

销售；分布式屋顶电站的安装、运维；家政服务，家庭网络电力资讯服务，农村

家庭电力使用信息化、智能化；分布式能源区块链技术研发服务；太阳能光伏产

品及设备的研发、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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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来民生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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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88.27539 82.71 

2 叶名富 2,071.33322 6.70 

3 颜凯 2,000 6.46 

4 金彪 1,277.89139 4.13 

合计 30,93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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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8,083,828.43 5,998,447,574.69 

负债总额 3,577,753,372.48 4,847,965,144.35 

净资产 910,330,455.95 1,150,482,430.34 

资产负债率 79.72% 80.82%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2,148,700,622.60 3,520,961,102.62 

利润总额 144,173,320.41 348,098,685.57 

净利润 84,774,350.19 232,411,8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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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苏州中来民生能源有限公司不存

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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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山西

中来光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江苏中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工商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苏中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4MA210BB366 

法定代表人：程旭东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青年路32号1幢  

成立日期：2020年03月12日 

营业期限：2020年 03 月 1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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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新型膜材料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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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制造；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

热处理加工；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塑料制品批发；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

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超材料销售；高性能密封

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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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持有江苏中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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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215.23  76,286,741.41 

负债总额 219,829.02  34,668,593.37 

净资产 140,386.21 41,618,148.04 

资产负债率 61.03% 45.45%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195,826.92  7,857,570.39 

利润总额 -9,130.31 -2,462,074.50 

净利润 -9,613.79 -2,400,7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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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江苏

中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业务正常，信用情况良好，且被担保对象均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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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业务

相关方共同协商确定，但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新增担保额度。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公司子公司业务发

展的资金等需求，促进各子公司经营发展，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次

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此次担保额度预计事

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各子公

司业务发展的资金等需求，促进各子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

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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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

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此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预计的担保事项有助于解决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

的资金等需求，促进各子公司经营发展，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次被

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同

时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

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担保事

项预计。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若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担保事项审批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含本次审议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484,369.2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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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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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