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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公告编号：2023-010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现将详情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中国银行南京江宁支行贷款的担保 

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祥云冷机）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江宁支行分别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

共同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京奥特佳）向该行申请贷款提供 13000万元保证担保额度。其

中，本公司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2023 年 2 月

15 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23 年 12 月 28 日）起三年；

祥云冷机的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抵押权行使期间为主债权诉讼时

效期间内，抵押担保物为其自有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其上的厂房建

筑等设施，其房产证号为苏（2019）宁江不动产权第 0019806 号，

建筑面积为 62541.77 平米。 

（二）对招商银行贷款的担保 

本公司于 2023年 2月 22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向该

行申请贷款提供 5000 万元保证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期限为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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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1 日）起三年。 

（三）对中国银行马鞍山分行贷款的担保 

本公司于 2023年 2月 23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

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附属公司马鞍山奥特佳机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机电）向该行申请贷款提供 1000 万元

保证担保额度（此次担保为前次贷款续贷的续保），担保方式为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自 2023 年 2月 23 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2024年 3月 31日）起三年。 

（四）对广发银行贷款的担保 

本公司于 2023年 2月 24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附属公司空调国际（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空调国际上海）向该行申请贷款提供 4000 万元

最高额保证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本合

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24 年 2 月 19日）起三

年。 

南京奥特佳、马鞍山机电、空调国际上海均为本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揽子新增担保额度事项授权范围之内

（详见本公司 2022年 6月 28日发布的 2022-063号公告和 2022年

12 月 20 日发布的 2022-098 号公告），因此无需再经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京奥特佳 

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 5月 16日，注

册地为南京，注册资本为 15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永明，经

营范围为“新能源技术开发;开发推广替代氟利昂应用技术;制造、

销售无氟环保制冷产品及相关咨询服务;制造和销售汽车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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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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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奥特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南京奥特佳最近一期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和去年年度未经

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南京奥特佳 单位：元 

科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61,422,523.69 4,896,851,498.25 

负债总额 2,575,147,513.30 2,467,018,315.42 

净资产 2,986,275,010.39 2,429,833,182.831 

科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34,392,641.54 1,974,499,077.80 

利润总额 -5,326,222.66 18,354,848.97 

净利润 2,517,367.15 25,159,668.44 

（二）马鞍山机电 

马鞍山奥特佳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9 日，注册地

为安徽省马鞍山市，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

丁涛，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有色金属铸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电子产品

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汽车

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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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餐饮服务；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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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机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马鞍山机电最近一期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和去年年度未经

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马鞍山机电 单位：元 

科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6,902,230.02 146,713,120.60 

负债总额 189,429,533.93 125,964,534.13 

                                                 
1 南京奥特佳净资产与 2021 年末发生较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调整了其资产结构，将其原子公司

空调国际公司调出南京奥特佳，并调入相关空调压缩机资产。涉及调整的公司和资产均为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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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机电 单位：元 

净资产 27,472,696.09 20,748,586.47 

科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5,749,250.05 159,357,057.24 

利润总额 2,050,590.79 -9,342,548.07 

净利润 1,525,567.53 -6,724,109.62 

（三）空调国际上海 

空调国际（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4月 20日，注册地

为上海，注册资本为 1072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张永明，经营范围

为“一般项目：设计、生产车用空调器和加热器（含压缩机）及冷

冻、冷藏制冷机组，销售自产产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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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国际上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空调国际上海最近一期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和去年年度未

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空调国际上海 单位：元 

科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53,394,146.26 3,297,223,819.69 

负债总额 1,806,628,695.10 3,077,595,790.01 

净资产 146,765,451.16 219,628,029.68 

科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87,410,725.30 2,355,519,827.89 

利润总额 5,675,261.64 79,950,643.78 

净利润 11,433,586.27 72,862,578.52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本公司无对外部的担保，全部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或

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截至本披露日，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实

际担保金额为 117,835.81 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实际相互

担保金额为 60,913.03 万元。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共计

178,748.84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额 52.45亿

元的 34.08%。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的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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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本公司与中国银行南京江宁支行签署的《最高额

保证合同》； 

          2.祥云冷机与中国银行南京江宁支行签署的《最高

额抵押合同》； 

3.本公司与招商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

撤销担保书》； 

4.本公司与中国银行马鞍山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

证合同》； 

5.本公司与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