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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 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康科技”）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拟在 2023 年度通过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6.26 亿元，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商票保贴及保
理业务等。

上述担保额度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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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
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 年 03 月 0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785557086A
注册地址 江阴市华士工业集中区红苗园区勤丰路 1015 号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447,953.2523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

主营业务

研究 、开发 、生产 、加工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 、太阳能发电安装系统 、太阳能
发电板封装膜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计 、施工 ；光伏光热电站的开发 、建设 、运营和
维护 ；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 、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 ；从事铝锭的批发及进出口
业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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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909,548.06 1,234,886.92
净资产 364,115.35 332,880.15
营业收入 253,104.57 432,392.86
净利润 -40,604.48 -27,226.24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方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合同金额为 13.26 亿元。本次担保事

项是确定年度担保的总安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被担保人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借
贷时签署。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顺

利开展经营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具备较好的偿债能
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上限为 60.80 亿元，对外担保合同

项下的融资余额为 33.39 亿元，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
保金额上限为 44.76 亿元；对出售电站项目公司的担保金额上限为 4.10 亿元；对江西省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向江西省金控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金额上限为 0.95 亿元；
其他对外担保金额上限为 10.99 亿元。 以上累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上限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66.99%，累计对外担保合同项下融资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91.71%。 另外，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上市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3.26
亿元。 若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担保事项生效后，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2023 年度对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16.26 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涉及逾期债务对应
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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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 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康科技”）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合同项下的融资余额为 33.39 亿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合同项下的融资余额为 46.28 亿元，2022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合同项下的融资余额减
少 12.89 亿元， 同比降低 27.85%。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风险敞口为 33.39 亿
元。

2023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对外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况
1、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苏州爱康

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曾用名：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商务”）总额度不
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
为 3,000 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6,00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苏能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能链”）、江苏爱康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爱康企管”）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爱康商务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二）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2、关于继续为苏州慧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苏州慧昊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慧昊”）总额度不超过 19,794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 18,623.04 万元。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
拟继续为其在 18,623.04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苏能链为本次担保
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3、关于继续为江阴慧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江阴慧昊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慧昊”）总额度不超过 9,6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 8,100 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
继续为其在 10,10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
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苏州慧昊为本次担保提供
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4、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七

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苏州爱康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爱康能源”）总额度不超过 188,43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 75,715 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147,03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
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爱康能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二）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5、关于继续为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伊川县佳

康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川佳康”）总额度不超过 9,905.71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与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租
赁”）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伊川佳康与赣发租赁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 12,0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5 年，自 2018 年 12 月 27 日始至 2023 年 12 月 26 日
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 9,905.71 万元。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
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
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6、关于继续为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新疆爱康

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爱康”）总额度不超过 12,8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2014 年 4 月 17 日、2015 年 9 月 24 日、2015 年 10 月
29 日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疆爱康与国开
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下项目借款金额 46,000 万元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10 年，自
2013 年 4 月 25 日始至 2025 年 10 月 28 日止。 新疆爱康已于 2018 年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清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 8,400 万元。 公司继续为
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7、关于继续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特克斯昱

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克斯昱辉”）总额度不超过 6,2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特克斯昱辉与国开
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下项目借款金额 11,000 万元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10 年，自
2015 年 3 月 27 日始至 2025 年 3 月 26 日止。 特克斯昱辉已于 2018 年出售给浙江清能。 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 4,600 万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
合同终止。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8、关于继续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新疆聚阳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聚阳”）总额度不超过 11,6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9 日、2015 年 11 月 23 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
疆聚阳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 29,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10 年，自 2015 年 4 月 10 日始至 2025 年 11 月 23 日止。新疆聚阳已于 2018 年出售给浙江清能。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 8,500 万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
期限至合同终止。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9、关于继续为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南通爱康

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金属”）总额度不超过 9,6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 4,500 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
继续为其在 9,00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
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苏骏浩金属制品制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骏浩金属”）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同时，骏浩金属
以持有南通爱康金属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

公司董事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四）条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10、关于继续为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朝阳爱康

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爱康”）总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与航天科工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
工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朝阳爱康与航天科工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
5,0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10 年，自 2021 年 12 月 16 日始至 2031 年 12
月 16 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 4,596.95 万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
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担保。

11、关于继续为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大安市爱

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安爱康”）总额度不超过 5,4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与航天科工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大安爱康与航
天科工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 5,4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为 10 年，自 2021 年 12 月 16 日始至 2031 年 12 月 16 日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
余额为 4,964.71 万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江苏能链、
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2、关于继续为江西省金控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江西省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金控集团”）总额度不超过 9,500 万元人民币的向江西省金控
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金控融租”）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
西金控集团为公司参股公司江西金控融租的控股股东，江西金控集团为江西金控融租的融资提供
担保，公司根据在江西金控融租的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提供的反担保合
同金额为 9,500 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9,500 万元额度内的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
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四）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13、关于继续为浙江智产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浙江智产新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智产新能源”）总额度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 0 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
其在 34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
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
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智产新能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二）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14、关于继续为甬欣（宁波）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甬欣（宁波）新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欣新能源”）总额度不超过 2,5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 0 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
其在 2,50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
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
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甬欣新能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二）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15、关于为浙江国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拟为浙江国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康新能源”）在 45,000 万元额度内的借

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
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苏能链、浙江爱康新能源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制
造”）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国康新能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二）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为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的效率，在上述额度内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董事长邹承慧先生签署
并办理具体担保事宜。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苏州爱康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03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552450755F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街道 ）金塘西路南侧 109 号

法定代表人 刘宗巍

注册资本 5,360.8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 ：代理记账 ；餐饮服务 ；职业中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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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礼仪服务；餐饮管理 ；采购代理服务 ；单位后勤管理
服务 ；办公服务 ；个人商务服务 ；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 ；广告制作 ；商务代理代办服
务 ；承接档案服务外包 ；金属制品销售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 ；金属材料销售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 ；五金产品批发 ；五
金产品零售 ；煤炭及制品销售；木材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租
赁服务 （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税务服务 ；财务咨询 ；资产评估 ；法律咨询 （不含依
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 ）；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代理 ；商标代理 ；知识产权服
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工程管理服务 ；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 ；业务培训 （不含教
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广告设计 、代理 ;
会议及展览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 （不含职业中介活动 、劳务派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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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苏爱康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99.9%，邹承磊 0.1%。 邹承慧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被担保方爱康商务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 （二）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1,566.10 51,476.16
净资产 -10,664.95 -4,641.26
营业收入 15,784.10 14,436.66
净利润 -2,094.08 6,023.70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苏州慧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慧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 年 08 月 1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MA226YKM5F
注册地址 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街道 ）金塘西路南侧 2 幢

法定代表人 王拴涛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 ；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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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拴涛 99.99%，董志敏 0.01%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25,116.50 23,186.70
净资产 4,582.06 4,605.17
营业收入 92,796.16 41,278.57
净利润 -437.60 21.77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江阴慧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阴慧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 年 10 月 0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MA276CJ11M
注册地址 江阴市华士镇勤丰路 1015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拴涛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 ：金属材料销售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
术推广；塑料制品销售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 ；金属切削加工服
务；喷涂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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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慧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50%，张家港金贝八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20%，胡帆石 16%，张家港金贝七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夏生红 4%。
王拴涛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1,649.82 9,545.16
净资产 999.12 188.54
营业收入 - 2,538.29
净利润 -0.88 -810.58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苏州爱康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 年 09 月 0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05347164XE
注册地址 张家港杨舍镇 （塘市街道）金塘西路北侧 1 幢
法定代表人 蒲晓均
注册资本 13,645.8333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

主营业务

能源工程技术服务 ；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 ；EPC 工程管理服务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 、施工 ；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 ；能源领域内的技术研发 、技术
服务 ；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 ；太阳能光伏产品销售 ；水净化设备 、空气净化设备 、
LED 照明设备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电
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
包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凭资质经营 ）、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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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
目：金属材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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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张家港爱康新能源产业并购基金 （有限合伙）51.87%、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4%、张家港爱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0.73%。 邹承慧为实际控制人 。

关联关系说明 被担保方爱康能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 （二）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178,132.13 195,642.55
净资产 31,821.01 32,155.16
营业收入 67,617.63 62,100.62
净利润 -1,813.21 334.15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12 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29MA3X62LM44
注册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葛寨镇政府办公楼 202 室

法定代表人 吴志霞

注册资本 6,5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 、建设和运营 。

股东及持股比例 北京汇通方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19,181.86 19,095.33
净资产 -11,012.59 -11,657.31
营业收入 819.19 600.30
净利润 -724.72 -644.72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03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225928122396
注册地址 新疆博州精河县茫丁乡巴音阿门牧民定居点以南 14 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 李姚伟
注册资本 33,712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售电业务；太阳能光伏、光热开发、利用、建设及产品的代理销售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向毗邻国家开
展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允许经营边
贸项下废钢 、废铜 、废铝 、废塑料等国家核定公司经营的五种废旧物资的进口 ；场地
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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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106,804.98 108,396.06
净资产 37,279.27 37,828.18
营业收入 10,182.30 7,948.90
净利润 776.15 548.92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07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270577196146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乡库尔乌泽克村北山路 1 巷 12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姚伟
注册资本 6,3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 ，电力技术咨询 、服务 ，场地租
赁，电力物资 、设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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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20,822.40 21,165.03
净资产 8,193.39 8,500.82
营业收入 2,272.92 1,693.86
净利润 474.17 307.43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11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40802369018
注册地址 新疆五家渠市人民南路 781 号恒祥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姚伟

注册资本 21,137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光伏发电站开发、建设与运营；光伏发电技术及设备研发 ；光伏发电项目技术咨询 ；
光伏发电设备、太阳能器具及配件、化工产品 （危险品除外 ）、多晶硅材料 、单晶硅材
料销售；场地租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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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57,147.28 59,968.14
净资产 27,681.52 26,760.78
营业收入 6,971.86 5,475.25
净利润 1,912.52 1,079.26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 年 10 月 1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2695488275H
注册地址 如皋市如城镇益寿北路 118 号
法定代表人 庞丽萍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金属材料的技术研究 、开发 、咨询服务 ；铝型材 、太阳能器材专用五金件及配件 、电子元件及
组件 、光电子器件 、机械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 、金属结构件 、照明
灯具及灯用电器附件研究 、设计、开发、生产、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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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酒类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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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情况 江苏骏浩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55.9435%，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0565%。 庞丽萍
为实际控制人 。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 第二款第 （四 ）条规
定 ，构成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28,988.17 30,501.46
净资产 2,340.60 124.98
营业收入 46,691.23 31,323.05
净利润 -716.73 -2,225.62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07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1324072173023E
注册地址 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牌头杖子村 20180011317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志霞

注册资本 5,2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 ；及其它可再生资源技术开发 ；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 、电子
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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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股东及持股比例 北京汇通方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12,466.27 12,444.46
净资产 5,515.12 5,701.92
营业收入 1,165.09 907.46
净利润 556.29 186.79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1、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05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882339970874R
注册地址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白南街 1 号 （建设银行总行四楼 ）

法定代表人 吴志霞

注册资本 4,7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 ； 光付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 、 项目咨询和技术服
务 ；从事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 、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 、太阳能发电
安装系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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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北京汇通方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10,959.79 10,840.04
净资产 4,796.26 4,848.80
营业收入 1,119.08 805.30
净利润 342.57 52.54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2、江西省金控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西省金控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08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26MA35K56K1X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江新区直管区中医药科创城新祺周欣东杨路 8 号 16 栋二层 201
法定代表人 涂赞洁

注册资本 33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 ）

主营业务

融资租赁业务 ；租赁业务 ；与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相关的租赁物购买 、残值处理与
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接受租赁保证金 ；转让与受让融资租赁或租赁资产 ；固定收益
类证券投资业务；经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其他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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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西省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9.79%， 江西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2.67%，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0%，景德镇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 9.09%，景德镇市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58%，江西浩瀚正盛
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67%，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6.06%，新余高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6.06%，抚州市东乡区工业与科技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70%，赣江新区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70%，吉安市
井冈山开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70%，江西省博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2.33%，江西省金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67%。 江西省财政资产中心为实
际控制人 。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6.3.3 第二款第（四 ）条规定 ，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606,523.02 667,454.14
净资产 358,442.67 368,848.67
营业收入 33,293.34 33,295.43
净利润 10,409.97 15,723.11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3、浙江智产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浙江智产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22 年 04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2MA7MALGU9Y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国家级开发区绿色制造产业园浙能创新工场 2 层 215
室

法定代表人 王志新

注册资本 1,4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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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热利
用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豆类种植 ；蔬菜种植 ；草种植 ；园艺产品种植 ；
树木种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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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及持股比例 苏州爱康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 浙江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30%。 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系说明 被担保方智产新能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二）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总资产 - 420.21
净资产 - 199.47
营业收入 - 5.94
净利润 - -0.53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4、甬欣（宁波）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甬欣（宁波）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 年 11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1MA7CCAPH16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宁东路 235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志新

注册资本 5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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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热利
用装备销售；豆类种植；蔬菜种植；草种植 ；园艺产品种植 ；树木种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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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及持股比例 苏州爱康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宁波发电工程有限公司 30%。 邹承慧先生为
实际控制人。

关系说明 被担保方甬欣新能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第（二）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10 月 31 日
/2022 年 1-10 月

总资产 - 573.53
净资产 - -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

注：上述被担保方建账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2022 年 1-10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5、浙江国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浙江国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 年 08 月 0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2MA2JKH5Y3A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邹晓英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 ；机械设备研发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电池销售 ；新能源原动设备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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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浙江爱康新能源制造有限公司 100%。 邹承慧为实际控制人 。

关系说明 被担保方国康新能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 第二款第（二 ）条规定 ，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12 月

总资产 - 3,000.42
净资产 - 2,954.48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45.57

注：上述被担保方建账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2022 年 1-12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反担保情况
1、公司拟为爱康商务在 6,00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已与张家港农商行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 3,000 万元。 江苏能链、爱康企管为本次担保提
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公司拟为苏州慧昊在 18,623.04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已与张家港农行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 18,623.04 万元。 江苏能链为本次担保提供反
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拟为江阴慧昊在 10,10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已与江西金控融租、无锡展合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 8,100 万元。 苏州慧昊为本次担保提
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4、公司拟为爱康能源在 147,03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已与浙商银行、张家港建行、张家港农商行、江苏银行、江西银行、中航信托签署的担保
合同金额为 75,715 万元。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
保。

5、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与赣发租赁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伊川佳康与赣发租赁签
署的《融资租赁合同》 下租赁本金 12,0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5 年，自
2018 年 12 月 27 日始至 2023 年 12 月 26 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
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 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
9,905.71 万元。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6、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2014 年 4 月 17 日、2015 年 9 月 24 日、2015 年 10 月 29 日与
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疆爱康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
46,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10 年，自 2013 年 4 月 25 日始至 2025 年 10 月 28 日止。 公司拟
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
为 8,400 万元。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7、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特克斯昱辉与国开行签署的《人
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 11,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10 年，自 2015 年 3 月 27
日始至 2025 年 3 月 26 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 4,600 万元。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8、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9 日、2015 年 11 月 23 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疆聚阳
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 29,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10 年，
自 2015 年 4 月 10 日始至 2025 年 11 月 23 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
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 8,500 万元。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
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9、公司拟为南通金属在 9,00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已与如皋农商行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 4,500 万元。 骏浩金属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骏浩金属以持有南通爱康金属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

10、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与航天科工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朝阳爱康与航天科工金
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 5,0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10 年，
自 2021 年 12 月 16 日始至 2031 年 12 月 16 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
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 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
4,596.95 万元。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1、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与航天科工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大安爱康与航天科工金
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 5,4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10 年，
自 2021 年 12 月 16 日始至 2031 年 12 月 16 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
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 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
4,964.71 万元。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2、 公司根据在江西金控融租的持股比例为江西金控集团在 9,500 万元额度内的向江西金控
融租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
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提供的反担保合同
金额为 9,500 万元。

13、公司拟为智产新能源在 34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 0 万元。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担保。

14、公司拟为甬欣新能源在 2,50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 0 万元。 江苏能链、浙江承辉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担保。

15、公司拟为国康新能源在 45,000 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苏能
链、爱康制造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为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的主要财务信息：
江苏能链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江苏能链总资产 45,589.81 万元、 净资产 12,091.93 万元、 负债总计

33,497.88 万元；2021 年 1-12 月江苏能链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423.91 万元。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江苏能链总资产 46,631.18 万元、 净资产 12,077.29 万元、 负债总计

34,553.89 万元；2022 年 1-9 月江苏能链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94.63 万元。
爱康企管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爱康企管总资产 2,574.87 万元、 净资产 1,008.61 万元、 负债总计

1,566.26 万元；2021 年 1-12 月爱康企管营业收入 1,573.78 万元、净利润 626.65 万元。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爱康企管总资产 2,004.16 万元、净资产 1,036.09 万元、负债总计 968.07

万元；2022 年 1-9 月爱康企管营业收入 174.09 万元、净利润 27.47 万元。
苏州慧昊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苏州慧昊总资产 25,116.50 万元、 净资产 4,582.06 万元、 负债总计

20,534.44 万元；2021 年 1-12 月苏州慧昊营业收入 92,796.16 万元、净利润-437.60 万元。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苏州慧昊总资产 23,186.70 万元、 净资产 4,605.17 万元、 负债总计

18,581.53 万元；2022 年 1-9 月苏州慧昊营业收入 41,278.57 万元、净利润 21.77 万元。
浙江承辉财务情况如下：
浙江承辉成立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29 日，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承辉总资产 10,000.85

万元、 净资产-0.22 万元、 负债总计 10,001.07 万元；2022 年 1-12 月浙江承辉营业收入 0 万元、净
利润-0.22 万元。

骏浩金属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骏浩金属总资产 10,702.93 万元、 净资产 3,167.02 万元、 负债总计

7,535.91 万元；2021 年 1-12 月骏浩金属营业收入 5,625.44 万元、净利润 47.65 万元。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骏浩金属总资产 10,936.09 万元、 净资产 3,212.95 万元、 负债总计

7,723.14 万元；2022 年 1-9 月骏浩金属营业收入 5,253.54 万元、净利润 45.93 万元。
爱康制造财务情况如下：
爱康制造成立日期为 2022 年 4 月 2 日，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爱康制造总资产 34,858.45 万

元、净资产-3,539.78 万元、负债总计 38,398.23 万元；2022 年 1-9 月爱康制造营业收入 0 万元、净
利润-3,539.78 万元。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核查情况：
2023 年 1 月 17 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

议案》。2023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提供了相应的反担保或其他股东根据持股比例提
供了反担保。 但公司对外担保的金额较高，应注意逐步减少对外担保。 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
理制度》，公司应指定专门人员持续关注被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
计报告，定期分析其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立合并、法
定代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并向董事会报告。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 2023 年度

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对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进
行了事前审核，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对外担保的金额较高，应注意逐步减少对外担保。 被担保方提供了同比例担保
或反担保措施，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担保风险。 其中涉及关联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应回避
表决，且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应当回避表决。 我们同意将《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提供
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时，独立董事就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审议的对外担保主要是以前年度对外担保的延续， 公司对外担保的金额较高，

应注意逐步减少对外担保。 被担保方提供了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措施，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
担保风险。 其中涉及关联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且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
应当回避表决。 我们原则上同意该议案。 提请董事会实时关注上述被担保方的经营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上限为 60.80 亿元，对外担保合同

项下的融资余额为 33.39 亿元，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
保金额上限为 44.76 亿元；对出售电站项目公司的担保金额上限为 4.10 亿元；对江西省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向江西省金控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金额上限为 0.95 亿元；
其他对外担保金额上限为 10.99 亿元。 以上累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上限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66.99%，累计对外担保合同项下融资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91.71%。 若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担保事项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3 年度申请对外担保额度为 97.44 亿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68.53 亿元，对外提供担
保额度为 28.91 亿元，共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267.6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无涉及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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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
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 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康科技”）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合同项下的融资余额为 33.39 亿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合同项下的融资余额为 46.28 亿元，2022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合同项下的融资余额减
少 12.89 亿元， 同比降低 27.85%。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风险敞口为 33.39 亿
元。

2023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为控
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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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在 2023 年

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并同意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相互担保。 公司为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68.53 亿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
动使用，即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 68.53 亿元人民币。 担保额度范围包括存量担保、新增担保
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资产、股
权等提供质押担保、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并约定回购等担保方式。 上述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为保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业务的办理效率，在担保有效期内且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
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超出上述额度和情形
的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作出决议后才能实施。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主要被担保人概况
本次担保额度内涉及的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邹承

慧先生。

序
号

被 担 保 人
名称 成立日期 法 定 代

表人 注册地点 注 册 资 本
（万元 ） 经营范围

公司直
接或间
接权益
比例

2023 年 度
担 保 额 度
（万元 ）

1
苏 州 爱 康
金 属 科 技
有限公司

2010 年
04 月 23
日

肖志强 江苏省
张家港市 30,000.00

金属材料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转
让及技术服务 ；太阳能发电安装系统产品
的研发、设计 、生产及相关的技术服务 ；金
属模具 、机械零部件 、汽摩配件 、五金机
械 、金属结构件的研发 、设计 、生产 、加工
和销售； 常用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和销售 ；
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光
热用支架安装 、电力类塔架安装 、通信基
站用塔架安装 。

100% 40,900.00

2
苏 州 爱 康
光 电 科 技
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05
日

王敏炎 江苏省
张家港市 150,848.04

研究 、开发 、生产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
池组件 ，销售自产产品；从事太阳能电池 、
太阳能电池组件 、晶体硅材料 、太阳能应
用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光伏发电项
目建设运营 ；电力设备生产、销售 。

100% 230,000.00

3
赣 州 爱 康
光 电 科 技
有限公司

2016 年
04 月 25
日

邹晓玉 江西省
赣州市 60,000.00

研究 、开发 、生产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
池组件 ；销售自产产品；从事太阳能电池 、
太阳能电池组件 、晶体硅材料 、太阳能应
用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 (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商
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机械 、
电气设备进出口业务。

100% 109,600.00

4
浙 江 爱 康
光 电 科 技
有限公司

2018 年
07 月 06
日

张金剑 浙江省
湖州市 150,000.00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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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 ；金属材料制造 ；金属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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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65% 220,000.00

5
湖 州 爱 康
光 电 科 技
有限公司

2021 年
08 月 11
日

王国文 浙江省
湖州市 30,000.00

一般项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资源再生
利用技术研发 ；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
发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 ；金属材料制造 ；金属材料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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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 ：货
物进出口。

65% 61,900.00

6
江 阴 爱 康
金 属 科 技
有限公司

2011 年
09 月 07
日

梁洪广 江苏省
江阴市 30,000.00

一般项目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
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半导体
器件专用设备制造 ；金属制品研发 ；机械
零件、零部件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 ；轻质建筑材料销售 ；建筑防水卷
材产品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 ；化工产品销
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有色金属压延
加工； 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安
全 、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装饰 、水暖
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 ；金
属制日用品制造 ；日用杂品制造 ；金属链
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 日用品销售 ；日
用杂品销售 ；技术推广服务 ；五金产品制
造 ；五金产品批发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
造；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池销售 ；半导
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 ；电
气机械设备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 ；电子专
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100% 10,000.00

7
孝 义 市 太
子 可 再 生
能 源 科 技
有限公司

2013 年
08 月 21
日

易美怀 山西省
孝义市 1,000.00

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开发 、运营 ，电力技术
咨询 、服务 ，电力物资 、设备采购 ；中草药
及农作物种植及销售 ；开展与中草药及农
作物有关的技术交流和信息咨询服务 。

95% 9,661.29

8
江 阴 达 康
光 伏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2017 年
11 月 23
日

王冲 江苏省
江阴市 27,000.00

一般项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 ；
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
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 ；太阳能
热利用装备销售 ；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
金属制品研发；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
制造；金属制品销售；标准化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100% 2,672.39

9
浙 江 爱 康
电 力 有 限
公司

2017 年
04 月 13
日

卓钢 浙江省
杭州市 10,100.00

服务 ：电力供应 ，承接 、承修 、承试电力设
备 ，电力工程设计 、施工 、调试 ，电力项目
开发 ，承接电力工程 ，电力技术 、节能技
术 、新能源技术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 、技
术咨询 、成果转让 ，电力设备租赁 ；销售 ：
电力 ，太阳能设备 ，电力设备。

100% 600.00

合计 685,333.68
上述公司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被担保人的基本财务情况
（1）2022 年 1-9 月的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总负债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87,059.55 28,058.28 59,001.27 66,638.69 138.66
2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39,841.86 129,324.19 410,517.67 207,045.94 -8,080.97
3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24,088.81 52,516.35 171,572.46 113,970.91 -6,003.22
4 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63,598.99 96,919.88 166,679.11 166,255.47 1,772.29
5 湖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1,799.15 19,132.23 32,666.92 5,369.38 -4,767.77
6 江阴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28,870.62 28,003.10 867.52 943.11 -356.76

7 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34,773.68 -124.84 34,898.52 2,178.64 663.39

8 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8,172.92 -1,114.07 9,286.99 901.04 522.46
9 浙江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10,241.42 10,023.10 218.32 482.39 90.90

注：上述公司信用等级均良好，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2021 年度的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总负债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94,640.84 27,919.63 66,721.21 47,048.96 -4,203.10
2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71,932.50 87,405.16 184,527.34 35,637.63 -10,766.93
3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42,018.49 58,506.72 83,511.77 367.60 984.30
4 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18,055.18 78,436.95 139,618.23 100,846.59 -10,477.50
5 湖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3,537.65 17,000.00 6,537.65 - -
6 江阴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28,797.75 28,359.85 437.90 5,935.23 -749.87

7 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33,864.09 -788.23 34,652.32 3,351.63 871.73

8 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7,862.48 -1,636.53 9,499.01 - -
9 浙江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9,950.20 9,932.20 18.00 45.95 -39.55

注：上述公司信用等级均良好，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 44.76 亿元，公司将继续为前述存量担保在额度

范围内提供担保。 本次议案是确定公司 2023 年度担保的总安排，经董事会批准，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公司将视资金使用情况与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办理相关手续，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资产、股权等提供质押担保、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并约定回购等
担保方式。具体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约定为准，未提供反担保。具体担保金额以金融机构或非金融
机构批准之授信额度为准，公司最终担保额度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核查情况：2023年 1月 17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分别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 2023 年

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2023年 1月 19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

1、本次担保额度内涉及的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其担保财务风险
较低，虽然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被担保方未提供反担保，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
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2、公司为上述被担保方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的需求，有利于主营业务的开展，有利
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上述被担保方未来收入稳定，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上限为 60.80 亿元，对外担保合同

项下的融资余额为 33.39 亿元，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
保金额上限为 44.76 亿元；对出售电站项目公司的担保金额上限为 4.10 亿元；对江西省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向江西省金控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金额上限为 0.95 亿元；
其他对外担保金额上限为 10.99 亿元。 以上累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上限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66.99%，累计对外担保合同项下融资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91.71%。 若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担保事项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3 年度申请对外担保额度为 97.44 亿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68.53 亿元，对外提供担
保额度为 28.91 亿元，共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267.6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无涉及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