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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提供担保后，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豪

鹏科技”）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50%，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担

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23 年 1 月

10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2023 年度提供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2023 年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含新设立或新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控股子公

司对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0 万元。同时，公司实际控

制人潘党育先生将视具体情况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 深银横综字第 0018号），综合授信

额度 1.5 亿元，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为上述综合授信与中信银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 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4 号），担保金额 1

亿元。 

2.近日，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科能源”)与中信银行

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 深银横综字第 0020号），综合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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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度 3亿元，公司为上述综合授信与中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2022 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5号），担保金额 2亿元。 

3.近日，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鹏科技”）与中信银行

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 深银横综字第 0021号），综合授信

额度 2亿元，公司为上述综合授信与中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2022 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6号），担保金额 1亿元。 

4.近日，惠州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豪鹏”）与中信银

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综字第 0023号），综合授

信额度 1.5亿元，公司为上述综合授信与中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7号），担保金额 1亿元。 

5.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续签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23 圳中银布借字第 0010号），借款金

额 3,000 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全资子公司惠州豪鹏、博科能源、

曙鹏科技、广东省豪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豪鹏”）为上述借

款分别与中国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3 圳中银布保字第

0010A/B/C/D/E 号），保证金额 3,0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

担保在预计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32179488 

成立日期：2002 年 10月 08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 68号第一栋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和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技术服务；

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和国家专营专控商品)；自有物业租赁和管理；经济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限制项目)。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经营镍氢环保电池、电池



充电器、电源变压器；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锂离子蓄

电池。(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国营贸易、配额、许可证及专项

管理规定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后经营) 

股东情况：潘党育先生个人直接持有公司 21.66%股份，通过其个人 100%持

股的深圳市豪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3.58%股份，同时通过担任珠海

安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实际支配公司 3.00%

的表决权，合计可实际支配公司 28.24%的表决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经审计） 

2022 年 9 月末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8,145.20 543,207.71 

负债总额 242,837.72 319,115.6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9,862.93 89,001.33 

流动负债总额 185,187.94 232,909.99 

净资产 115,307.48 224,092.07 

项目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1,799.55 274,126.18 

利润总额 26,628.55 15,311.45 

净利润 25,388.20 14,907.53 

经查询，豪鹏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5741383D  

成立日期：2011 年 02月 23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清路 4 号 101、201、301、401、

501,厂房 B栋 201、301、401、501 

注册资本：9881.6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生产经营电动自行车电源模块、笔记本电池组、

移动电源、电池保护板、充电器、风光电一体储能系统、锂离子电池组、锂聚合



物电池组、锂电池组、镍氢电池组、镍锌电池组;电池相关零配件销售;电池相关

技术咨询服务;电池组加工服务;LED、电源管理系统、能源系统、计算机软硬件、

特种车技术的开发;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和国家专营专控商品)。以上经

营范围不含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汽车电子装置制造与研发等国家规定实

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项目,涉及备案许可资质的需取得相关证件后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博科能源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经审计） 

2022 年 9 月末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494.74 109,589.65 

负债总额 54,677.48 76,970.3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 12,5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6,098.84 69,970.15 

净资产 26,817.27 32,619.33 

项目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6,506.86 89,351.04 

利润总额 6,102.43 6,535.53 

净利润 5,625.29 5,802.07 

经查询，博科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0033477H 

成立日期：2008 年 03月 19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社区超顺工业区 2 号 101,人民路 221 号

楼房六 101、楼房七 101 

注册资本：9,337.08252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锂离子电池的研发及销售;从事货物、技术进出

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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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锂离子电池的生

产。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曙鹏科技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经审计） 

2022 年 9 月末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690.59 75,953.40 

负债总额 51,475.12 46,071.2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37.57 6,778.00 

流动负债总额 45,077.13 37,596.80 

净资产 28,215.47 29,882.17 

项目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0,423.01 52,100.87 

利润总额 10,321.86 1,656.20 

净利润 9,177.10 1,666.70 

经查询，曙鹏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惠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惠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592105980L 

成立日期：2012年 3月 08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新湖工业开发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研发、销售：镍氢电池、镍氢电池组、锂离子电池、锂离

子电池组、电池充电器、移动电源、电源管理系统、风光电一体储能系统、动力

电池系统、电池保护板，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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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惠州豪鹏 20%的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曙鹏科技持有惠

州豪鹏 80%的股份。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经审计） 

2022 年 9 月末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9,607.79 204,013.71 



负债总额 100,936.81 144,893.0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9,694.45 27,850.26 

流动负债总额 75,578.99 112,869.15 

净资产 58,670.98 59,120.67 

项目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7,567.36 103,324.25 

利润总额 8,402.84 -153.92 

净利润 8,277.12 449.69 

经查询，惠州豪鹏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实际控制人提供保证担保暨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为支持公司的发展，为《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授信

额度协议》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且此次担保公司不支付担保费用。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人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2022 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4号） 

1.协议主体 

债务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潘党育先生 

2.授信金额：1.5亿元 

3.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亿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

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 

（二）债务人为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2022 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5号） 

1.协议主体 



债务人：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金额：3亿元 

3.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2亿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

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 

（三）债务人为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2022 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6号） 

1.协议主体 

债务人：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金额：2亿元 

3.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亿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

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 

（四）债务人为惠州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2022 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7号） 

1.协议主体 

债务人：惠州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金额：1.5亿元 

3.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亿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

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 

（五）债务人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023圳中银布保字第 0010A/B/C/D/E号） 

1.协议主体 

债务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保证人:潘党育先生、惠州豪鹏、博科能源、广东豪鹏、曙鹏科技 

2.授信金额：3,000万元 

3.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

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务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

费用。 

6.保证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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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

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公司审议生效的担保额度为 600,000.00 万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398,2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345.3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已

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133,97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116.19%。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综字第

0018号），潘党育先生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

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4号）； 

2.博科能源与中信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 深银横综

字第 0020 号），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

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5 号）。 

3.曙鹏科技与中信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合同编号：2022

深银横综字第 0021 号），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2022 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6号）。 

4.惠州豪鹏与中信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 深银横综

字第 0023 号），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

深银横最保字第 0017 号）。 

5.公司与中国银行续签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23圳中银布借字

第 0010 号），潘党育先生、全资子公司惠州豪鹏、博科能源、广东豪鹏、曙鹏

科技与中国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3 圳中银布保字第

0010A/B/C/D/E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 日 


	特别提示：
	本次提供担保后，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豪鹏科技”）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23年1月10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2023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2023年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含新设立或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600,000.00万元。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将视具体情况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综字第0018号），综合授信额度1.5亿元，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为上述综合授信与中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4号），担保金额1亿元。
	2.近日，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科能源”)与中信银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综字第0020号），综合授信额度3亿元，公司为上述综合授信与中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5号），担保金额2亿元。
	3.近日，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鹏科技”）与中信银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综字第0021号），综合授信额度2亿元，公司为上述综合授信与中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6号），担保金额1亿元。
	4.近日，惠州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豪鹏”）与中信银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综字第0023号），综合授信额度1.5亿元，公司为上述综合授信与中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7号），担保金额1亿元。
	5.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续签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23圳中银布借字第0010号），借款金额3,000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全资子公司惠州豪鹏、博科能源、曙鹏科技、广东省豪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豪鹏”）为上述借款分别与中国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3圳中银布保字第0010A/B/C/D/E号），保证金额3,0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32179488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08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68号第一栋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和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技术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和国家专营专控商品)；自有物业租赁和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限制项目)。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经营镍氢环保电池、电池充电器、电源变压器；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锂离子蓄电池。(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国营贸易、配额、许可证及专项管理规定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后经营)
	股东情况：潘党育先生个人直接持有公司21.66%股份，通过其个人100%持股的深圳市豪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58%股份，同时通过担任珠海安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实际支配公司3.00%的表决权，合计可实际支配公司28.24%的表决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经查询，豪鹏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名称：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5741383D
	成立日期：2011年02月23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清路4号101、201、301、401、501,厂房B栋201、301、401、501
	注册资本：9881.6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生产经营电动自行车电源模块、笔记本电池组、移动电源、电池保护板、充电器、风光电一体储能系统、锂离子电池组、锂聚合物电池组、锂电池组、镍氢电池组、镍锌电池组;电池相关零配件销售;电池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电池组加工服务;LED、电源管理系统、能源系统、计算机软硬件、特种车技术的开发;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和国家专营专控商品)。以上经营范围不含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汽车电子装置制造与研发等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项目,涉及备案许可资质的需取得相关证件后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博科能源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0033477H
	成立日期：2008年03月19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社区超顺工业区2号101,人民路221号楼房六101、楼房七101
	注册资本：9,337.08252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锂离子电池的研发及销售;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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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锂离子电池的生产。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曙鹏科技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四）惠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惠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592105980L
	成立日期：2012年3月08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新湖工业开发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研发、销售：镍氢电池、镍氢电池组、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组、电池充电器、移动电源、电源管理系统、风光电一体储能系统、动力电池系统、电池保护板，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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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惠州豪鹏20%的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曙鹏科技持有惠州豪鹏80%的股份。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经查询，惠州豪鹏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实际控制人提供保证担保暨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为支持公司的发展，为《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授信额度协议》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且此次担保公司不支付担保费用。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人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4号）
	1.协议主体
	债务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潘党育先生
	2.授信金额：1.5亿元
	3.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二）债务人为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5号）
	1.协议主体
	债务人：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金额：3亿元
	3.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亿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三）债务人为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6号）
	1.协议主体
	债务人：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金额：2亿元
	3.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债务人为惠州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7号）
	1.协议主体
	债务人：惠州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金额：1.5亿元
	3.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五）债务人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3圳中银布保字第0010A/B/C/D/E号）
	1.协议主体
	债务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保证人:潘党育先生、惠州豪鹏、博科能源、广东豪鹏、曙鹏科技
	2.授信金额：3,000万元
	3.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务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保证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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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1月10日，公司审议生效的担保额度为600,0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98,2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345.3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已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33,97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116.19%。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综字第0018号），潘党育先生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4号）；
	2.博科能源与中信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综字第0020号），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5号）。
	3.曙鹏科技与中信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综字第0021号），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6号）。
	4.惠州豪鹏与中信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综字第0023号），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深银横最保字第0017号）。
	5.公司与中国银行续签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23圳中银布借字第0010号），潘党育先生、全资子公司惠州豪鹏、博科能源、广东豪鹏、曙鹏科技与中国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3圳中银布保字第0010A/B/C/D/E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