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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23-021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特别提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包含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

公司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情况概述 

为了满足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2023 年度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133,500 万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及以上

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13,500 万元，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担保对

象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

或续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包括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种类

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 

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

宜，并在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与担保相关的协议等文件。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可以将资产负债率为 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调剂给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担保对象使用。上述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的期限为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3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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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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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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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尚需经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公司 

四川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100% - 0 50,000 6.45% 否 

连云港东磁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100% - 0 20,000 2.58% 否 

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90% 93.10% 20,000 20,000 2.58% 否 

DMEGC Renewable Energy 

B.V. 
100% 98.28% 0 20,000 2.58% 否 

DMEGC JAPAN 

CORPORATION LIMITED 
100% 77.11% 0 3,500 0.45% 否 

浙江省东阳市东磁诚基电

子有限公司 
100% 48.97% 4,755.26 20,000 2.58% 否 

合计 - - - 24,755.26 133,500 17.23% - 

注：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省东阳市东磁诚基电子有限公司的新增额度2

亿元均为原有在使用额度的展续。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均不存在

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均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具体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涉及的新增额度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

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有关实施主体与相关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协议约定为准，

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主要是指融资类担保和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

担保，此类担保有助于支持其业务发展、满足其资金需求，促进各子公司经营发

展，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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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被担保人中四川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省东阳市东磁诚基电子有限公司、DMEGC Renewable Energy B.V.、

DMEGC JAPAN CORPORATION LIMITED 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中，四川

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年产 6GW TOPCon 电池项目的建设主体，连云

港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年产 5GW 高效组件的建设主体，浙江省东阳

市东磁诚基电子有限公司是公司振动器件和射频器件产业的投资主体，另外两家

境外公司均为对外贸易主体。另外，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0%的股权，是公司光伏组件的主要生产企业。公司充分了

解并能掌控上述被担保人的经营决策、资产质量、经营情况、信用状况和现金流

向，并将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分批融资，能助力其经营向好，增强其偿

债能力。 

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另一股东泗洪开源投资有限公司，因其持股

比例仅为 10%，且不参与该公司的日常经营，故其不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 

综上，我们认为，此次为五家全资子公司和一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内。此次提供担保额度预计已按照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是为满足其目前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支持

其业务发展，有利于促进项目的开展。同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

的控制范围内。该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 2023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并将上述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33,500万元，占公

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7.23%。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

24,755.26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19%。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

在为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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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意见。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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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主营业务 

1 
四川东磁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2022-12-09 

四川省宜宾

市叙州区高

场镇高新社

区金润产业

园 72 栋 

何悦 10,000 万元 

公司持股 90%， 

公司全资子公司

东阳市东磁新能

源有限公司持股

10%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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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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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连云港东磁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3-02-09 

江苏省赣榆

经济开发区

永安路 5 号 

何悦 10,000 万元 

公司持股 90%， 

公司全资子公司

东阳市东磁新能

源有限公司持股

10%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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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椎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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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江苏东磁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2020-12-22 

泗洪县经济

开发区人民
何悦 10,000 万元 

公司持股 90%， 

泗洪开源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 10%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发电、输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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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6 

路西侧、五

里江路北侧 

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

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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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MEGC 

Renewable 

Energy B.V. 

2021-10-04 

Industrieweg 

7, 2641RM 

Pijnacker, 

Netherlands 

乔序 50 万欧元 

公司持股 90%， 

公司全资子公司

东阳市东磁新能

源有限公司持股

10% 

电气和通讯相关设备的销售 

5 

DMEGC JAPAN 

CORPORATION 

LIMITED 

2012-6-15 東京都港区 楼虓 
8,000 万日

元 
公司持股 100% 

1、太阳能发电关联制品：磁铁、磁芯等进口销售 

2、太阳能发电站的建设以及售后服务 

3、前各项关联产品零部件的进出口及国内销 

前各项附带的一切业务 

6 

浙江省东阳市东

磁诚基电子有限

公司 

2002-01-09 

浙江省东阳

市横店工业

区（大桥

头） 

周建平 3,000 万元 公司持股 100% 

4、电子元件、机械、电机、五金电器、铝电解电容

器、镀铝膜、涂布、铝箔、扬声器、音箱、塑胶、

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电器元件、智能电器开关、

塑胶永磁体、打印机耗材（不含电镀）制造销售；

移动通信及终端设备制造销售；纸箱生产和销售；

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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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四川东磁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2 
连云港东磁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3 
江苏东磁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131,896.16  122,789.95   9,106.21  555,222.90   145.30   42,137.57   33,176.67   8,960.90   6,250.80   -1,039.10  

4 
DMEGC Renewable 

Energy B.V. 
 38,364.25   37,704.80   659.45  164,865.18   264.08   1,676.77   1,317.09   359.68   -     -1.38  

5 

DMEGC JAPAN 

CORPORATION 

LIMITED 

 9,561.08   7,372.76   2,188.32   41,383.38   1,111.37   2,993.69   1,806.39   1,187.30   8,761.53   345.21  

6 
浙江省东阳市东磁

诚基电子有限公司 
 65,474.43   32,061.24   33,413.19   39,239.88   2,867.66   79,325.51   48,772.24   30,553.27   44,148.38   6,163.21  

注：四川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连云港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新设立子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