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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给公司或股东造成损失的，同意根据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7、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

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

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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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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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于2019年12月9日在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2019年12月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由董事

长邹承慧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耿乃凡、

何前、杨胜刚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公司经对照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资格和条件的规定，对公

司的实际情况逐项自查， 认为公司各项条件满足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

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有关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条件。 同意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机构投资

者等。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两只以上基金认购的， 视为一个发行对

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

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并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计算得

出，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的20%，即不超过897,824,

154股（含本数）。 若公司在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

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上

限将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时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

股票交易总量）的90%。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定价基准日、发行价

格有新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新的规定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特定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30,0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

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1 1GW高效异质结（HJT）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 123,886.16 95,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 35,000.00

合计 158,886.16 130,0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

有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

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分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

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

之日起12个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

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具体情况，拟定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合理、安全、高效地使用，公司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2007】500号），公司编制了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报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鉴证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的《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公司拟进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包括本次董事会决议后不时修订及新颁布

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非公开发行股

票法律法规政策变化情况及监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等监管部门）的意见，结合公司和市场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制定和

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确定发行时间、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

期、定价原则、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使用、具体认

购办法、认购比例以及与发行定价方式有关的其他事项；

2、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相关工作，签署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在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围内， 根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及实

际资金需求，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及项目需

要，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待

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市场状

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必要的调整；

3、根据相关要求制作、修改、更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文件，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申报事宜，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有关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申

报材料，全权回复证券监管部门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反馈意见；

4、决定签署、补充、修改、递交、呈报、执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发生的所有

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保荐协议、聘请中介机构的协议、股份认购协

议等法律文件；

5、开立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签署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相关的协议；

6、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在法律、法规规定和在股东大会

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7、如出现不可抗力或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

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

决的事项外， 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并继

续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计划，或者

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有效期；

8、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锁定等事宜；

9、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际发行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

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公告；

10、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法律顾问、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11、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

他事项；

12、上述授权中涉及证券监管部门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的具体执行事项的，

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该等具体执行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其余授权事项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

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再融资摊薄即期回报的，应当承诺并兑现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为保障中小投资者

利益，公司分析了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可能造成的影响，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

出了相关具体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做出了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关于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

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

年（2020-2022）股东分红回报计划的议案》

为了建立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树立长期投资和

理性投资理念，积极回报投资者，综合考虑公司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

报、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拟定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计划，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江苏爱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分红回报计划》。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的要求， 公司修订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申请2020年

度债务性融资授信的议案》

为保证2020年度现金流充裕，同时结合2020年经营计划，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包括在有效期内的新增的控股子公司或其他纳入合并报表的公司） 拟向各商业

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申请综合授信额度70亿元，最终额度以金融

机构审批金额为准。 授信额度范围包括存量授信、新增融资及存量融资的续期，融

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信用证、融资租赁、信托、

债券融资等。

为保证公司融资业务的办理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

源、史强、赵剑、ZHANG� JING（张静）在2020年度内，在不超过前述授信额度范

围内，依据公司需要或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协商结果，联合签署具体融资业务

的决议文件，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授权法人代表邹承慧签署授信协

议、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办理与该等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超出

上述额度的融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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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70亿元的授信额度范围内， 公司可视情况在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间进行额度分配；同意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寻求第三方担保等方式申请上述授

信额度并办理具体的融资业务。 在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后至下一笔新的授信额度

得到批复前，除非额外需求，今后公司将不再出具针对该额度内不超过该额度金额

的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决议。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

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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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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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48.55亿元人民币，担

保额度可滚动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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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

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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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20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苏州爱

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能源工程” ）总额度不超过100,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为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56,969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

续为其在80,0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可滚动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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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江苏爱康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 ）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担保。 能源工程为公司参股公司，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能源工程其他股

东爱康实业为能源工程的融资提供担保37,200万元。

被担保方能源工程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其他企业，按《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汤阴爱

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汤阴爱康” ）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

年， 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7,825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7,

825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爱康实业和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汤阴爱康为本公司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寻乌爱

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寻乌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寻乌爱康” ）总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14,050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14,05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爱康实业和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寻乌爱康为本公司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海城爱

康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海城爱康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爱康” ）总额度

不超过13,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 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10,

586万元。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10,586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爱康实

业和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海城爱康为本公司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崇仁县

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崇仁县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崇仁爱康” ）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为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8,030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8,03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爱康实业和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崇仁爱康为本公司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固镇县

爱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固镇县爱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固镇爱康” ）总额度不超过16,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为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8,339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8,339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爱康实业和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固镇爱康为本公司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7、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磁县品

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磁县品佑” ）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为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7,306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7,306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爱康实和能源工程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磁县品佑为本公司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8、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临朐祥

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临朐祥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临朐祥泰” ）总额度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

年， 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3,245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3,

245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爱康实业和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临朐祥泰为本公司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9、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苏州爱

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爱康薄膜” ）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3,000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3,

0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可滚动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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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

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爱康薄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爱康实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按《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0、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苏爱

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爱康实业总额度不超过55,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39,495万元。 2020年

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45,0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可滚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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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

式。 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爱康实业已提

供1.5亿元应收账款作为质押反担保。

被担保方爱康实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赣州发

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赣发租

赁” ）总额度不超过24,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

保余额为12,000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12,0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

供担保。赣发租赁是公司参股40%的公司，该担保事宜为公司按出资比例提供相应

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上海爱

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罗纳融租” ）总额度不超过75,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42,155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50,

0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可滚动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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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

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富罗纳融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其他企业，按《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3、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南通爱

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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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日

实际担保余额为5,000万元。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5,0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

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可滚动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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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

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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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方南通金属为本公司过去12个月内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按《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赵剑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4、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金昌清

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金昌清能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昌清能” ） 总额度不超过23,765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

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18,620万元。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18,

62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金昌清能是公司参股49%的公司，该担保事宜为

公司按出资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易美怀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5、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九州方

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州博乐” ）总额度不超过51,4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为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48,383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

在48,383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该公司为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的标的公司，此次继续担保为此次交易的过渡性措施。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

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6、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新疆伊

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疆伊阳” ）总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

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20,000万元。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20,

0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该公司为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

标的公司，此次继续担保为此次交易的过渡性措施。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7、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内蒙古

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四子王旗” ）总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为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12,000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

续为其在12,0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该公司为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的标的公司，此次继续担保为此次交易的过渡性措施。爱康实业为本次担

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8、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特克斯

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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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8,200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

在8,2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该公司为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的标的公司，此次继续担保为此次交易的过渡性措施。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

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9、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浙江瑞

旭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江瑞旭” ） 总额度不超过42,85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

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39,050万元。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39,

05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该公司为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

标的公司，此次继续担保为此次交易的过渡性措施。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市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

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

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新疆爱

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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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5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

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23,350万元。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23,

35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该公司为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

标的公司，此次继续担保为此次交易的过渡性措施。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市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

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

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九州方

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九州博州” ）总额度不超过65,55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62,790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62,79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该公司为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的标的公司，此次继续担保为此次交易的过渡性措施。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

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市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

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

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2、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丹阳中

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丹阳中康” ）总额度不超过883.35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

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666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666万

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该公司为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标的公

司，此次继续担保为此次交易的过渡性措施。 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市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

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

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新疆聚

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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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

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17,800万元。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17,

8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该公司为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

标的公司，此次继续担保为此次交易的过渡性措施。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西慧

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西慧谷” ）总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13,500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15,0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可滚动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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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爱康实业为本次担

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5、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赣州慧

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赣州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赣州慧谷” ）总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

日实际担保余额为3,947万元。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4,000万元额度内的贷

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可滚动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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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

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6、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阴达

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达康光伏” ）总额度不超过7,7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

日实际担保余额为6,922万元。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6,922万元额度内的贷

款提供担保。 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长邹承慧为爱康实业、爱康国际、能源工程、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易美怀为能源工程、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董事，董事

袁源为爱康实业总经理、爱康国际和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董事，12个月内董

事赵剑为南通金属法定代表人，邹承慧、易美怀、袁源、赵剑为本担保事项的关联董

事。 其中，邹承慧依法对上述子议案1-10、12、19-22回避表决；易美怀依法对上述

子议案1-8、14、19-22回避表决； 袁源依法对上述子议案1-10、12、19-22回避表

决；赵剑依法对上述子议案13回避表决。

上述担保事项的有效期为2020年度，为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的效率，在此期

间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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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关于2020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公

告》。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相关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十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原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 ）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

观、公证、公允地完成了各项工作。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和年度审计工作的安排，

经充分沟通、协调和综合评估，公司不再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改聘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2019年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和市

场情况等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审计费用，办理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等事项。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相关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

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下午召开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关于召开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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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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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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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2019年12月3日以电话方式传达给全体监事，2019年12月9日下午在张家

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张金剑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 实际出席监事3名， 董事会秘书ZHANG�

JING（张静）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公司经对照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资格和条件的规定，对公

司的实际情况逐项自查， 认为公司各项条件满足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

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有关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条件。 同意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机构投资

者等。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两只以上基金认购的， 视为一个发行对

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

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并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计算得

出，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的20%，即不超过897,824,

154股（含本数）。 若公司在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

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上

限将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时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

易总量）的90%。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定价基准日、发行价

格有新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新的规定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特定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30,0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

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1 1GW高效异质结（HJT）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 123,886.16 95,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 35,000.00

合计 158,886.16 130,0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

有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

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分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

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

之日起12个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

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具体情况，拟定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合理、安全、高效地使用，公司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2007】500号），公司编制了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报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鉴证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的《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

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再融资摊薄即期回报的，应当承诺并兑现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为保障中小投资者

利益，公司分析了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可能造成的影响，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

出了相关具体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做出了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关于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

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

年（2020-2022）股东分红回报计划的议案》

为了建立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树立长期投资和

理性投资理念，积极回报投资者，综合考虑公司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

报、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拟定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计划，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江苏爱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分红回报计划》。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独立对公司财

务状况进行审计，符合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 本次聘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同意聘任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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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19-177

债券代码：

112691

债券简称：

18

爱康

01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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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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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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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48.55亿元人民币，担

保额度可滚动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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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

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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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担

保额度

（万

元）

1

苏州爱

康金属

科技有

限公司

2010

年4月

23日

张金

剑

江苏省

张家港

市

19,

2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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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000

2

苏州爱

康光电

科技有

限公司

2010

年11

月5日

于佳

江苏省

张家港

市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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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000

3

赣州爱

康光电

科技有

限公司

2016

年4月

25日

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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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000

4

江阴爱

康光伏

焊带有

限公司

2011

年9月

7日

易美

怀

江苏省

江阴市

1,

000.00

光伏焊带、 光伏焊带机械设备、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 太阳能电池、太

阳能电池组件、逆变器、金属制品、

其他机械设备、 其他金属材料、其

他建材、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品）的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100% 5,000

5

浙江爱

康光电

科技有

限公司

2018

年7月

6日

邹承

慧

浙江省

湖州市

50,

000.00

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组件研

究、生产、销售，太阳能电池、太阳

能电池组件、晶体硅材料、太阳能

器具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

100%

90,

000

6

孝义市

太子可

再生能

源科技

有限公

司

2013

年8月

21日

易美

怀

山西省

吕梁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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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德军

持有

5%股

权）

10,

760

7

明光爱

康电力

开发有

限公司

2015

年7月

8日

张金

剑

安徽省

明光市

100.00

光伏光热电站项目建设、光伏光热

电站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及技术服

务；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太阳能专

用高档五金件、 太阳能发电系统、

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批发及进出

口业务。

100% 5,179

8

苏州中

康电力

开发有

限公司

2012

年8月

21日

易美

怀

江苏省

张家港

市

243,

308.96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

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

询和技术服务；提供光伏电站运营

维护服务；电站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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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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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

000

9

朝阳爱

康电力

新能源

开发有

限公司

2013

年7月

18日

易美

怀

辽宁省

朝阳市

2,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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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788

10

大安市

爱康新

能源开

发有限

公司

2015

年5月

22日

张金

剑

吉林省

白城市

100.00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

光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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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2,928

11

锦州中

康电力

开发有

限公司

2015

年10

月26

日

张金

剑

辽宁省

锦州市

5,

000.00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

光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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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5,781

12

无棣爱

康电力

开发有

限公司

2014

年4月

30日

易美

怀

山东省

无棣县

14,

112.00

对光伏光热电站项目的建设；光伏

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

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太

阳能专用高档五金件、太阳能发电

安装系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

批发；瓜果、蔬菜、花卉、苗木、农作

物种植、销售；食用农产品的销售

及农业信息咨询；农业科技、农业

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备案范围

内的进出口业务。

77.50

%

（黄

河三

角洲

融鑫

集团

有限

公司

持有

22.50

%股

权）

42,

000

13

禄劝县

爱康能

源电力

有限公

司

2015

年4月

16日

张金

剑

云南省

昆明市

17,

000.00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

光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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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的批发和

进出口业务；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光

伏产品销售；瓜果、蔬菜、花卉、苗

木、农作物、食用菌和中药材的种

植、 农副产品和中药材的收购、销

售；农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广告

设计、制作、从事农业观光旅游资

源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

口业务。

100% 8,682

14

南召县

中机国

能电力

有限公

司

2014

年8月

26日

赵沈

丰

河南省

南召县

24,

400.00

风能、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

发、建设和经营管理；电能的生产

和销售；光伏、风力发电站的综合

利用及经营、发电技术咨询、服务；

光伏和风力发电物资、设备采购。

87.50

%

（南

召县

金富

光伏

服务

有限

公司

持有

12.50

%股

权）

36,

000

15

莒南鑫

顺风光

电科技

有限公

司

2014

年8月

5日

张金

剑

山东省

临沂市

2,

400.00

光伏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光伏

电站、 风力电站的建设、 运营、管

理。 光电技术研究、推广、服务；太

阳能产品批发、零售、安装，维修；

钢材、支架、电器元件安装及维护

（不含机械）； 瓜果蔬菜、 花卉苗

木、农作物的种植及销售；农产品

的购销及农业科技信息咨询、开发

服务、技术转让。

100% 4,500

16

伊川县

佳康电

力有限

公司

2015

年12

月23

日

张金

剑

河南省

洛阳市

6,

500.00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和

运营。

100%

10,

442

17

五家渠

爱康电

力开发

有限公

司

2015

年11

月11

日

冯晖

新疆五

家渠市

22,

650.00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建设和经营；光

伏光热电站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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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20,

000

18

凤庆县

爱康电

力有限

公司

2015

年2月

4日

易美

怀

云南省

临沧市

11,

910.00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光伏产品销售；

能源工程技术服务；新能源发电工

程设计； 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

EPC工程管理服务；机电设备（供

电设备除外）安装工程、施工；瓜

果、蔬菜、花卉、苗木、农作物、食用

菌、中药材种植；农副产品收购、销

售；农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广告

设计、制作；从事农业观光旅游；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

100%

19,

486

19

崇左市

爱康能

源电力

有限公

司

2015

年5月

29日

张金

剑

广西省

崇左市

100.00

对光伏项目的投资和管理；光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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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法

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

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开展经

营）；光伏产品的销售。

100% 5,000

20

泌阳县

中康太

阳能电

力开发

有限公

司

2015

年4月

20日

张金

剑

河南省

泌阳县

2,

894.97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 （凭资

质证经营）；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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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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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泌

阳县

扶贫

开发

有限

公司

持有

50%

股

权）

12,

000

21

嘉祥昱

辉新能

源有限

公司

2013

年9月

17日

易美

怀

山东省

嘉祥县

100.00 光伏太阳能发电。 100%

10,

000

22

无锡爱

康电力

发展有

限公司

2009

年9月

15日

易美

怀

江苏省

江阴市

1,

500.00

光伏电站系统工程的研究、 开发、

设计、施工、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

太阳能电池接线盒的研究、 开发、

生产、组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100%

10,

000

23

苏州中

康电力

运营有

限公司

2015

年7月

29日

冯晖

江苏省

张家港

市

10,

000.00

电站管理、维护；对电力项目投资、

管理；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

施；电力供应；太阳能组件、太阳能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及相关技术服

务；企业管理培训（不含国家统一

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

100% 5,000

24

广东爱

康电力

有限公

司

2017

年4月

21日

胡晓

君

广东省

广州市

20,

000.00

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

电力供应；核力发电；潮汐能发电；

太阳能发电站运营； 售电业务；地

热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沼气发

电；火力发电；节能技术开发服务；

节能技术咨询、交流服务；能源技

术咨询服务； 电力工程设计服务；

太阳能技术研究、开发、技术服务；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热力生产和供

应；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

能光伏设备租赁；电力电子技术服

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技术进出口；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零售；太阳能光伏供电系统的

研究、开发、设计；太阳能光伏供电

系统的安装及售后服务；太阳能供

热水系统的研究、开发、设计。

100%

30,

000

合计

485,

546

2、主要被担保人的基本财务情况

（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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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337.44

20,345.51

59,

991.94

41,988.65 603.99

2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61,

015.49

58,420.49

202,

594.99

123,

342.93

2,570.00

3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16,

455.23

63,659.08

52,

796.15

31,795.95 358.32

4 江阴爱康光伏焊带有限公司

13,

369.73

123.64

13,

246.09

17,814.40 40.27

5 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6,

592.45

33,058.24

13,

534.22

0.00

-2,

166.48

6

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36,

675.90

1,738.72

34,

937.18

2,691.64 757.61

7 明光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12,

711.32

-920.45

13,

631.77

919.23 127.02

8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390,

568.70

244,

571.94

145,

996.76

917.66 4,108.64

9

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1,

204.75

1,238.57 9,966.17 963.22 337.65

10

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10,

410.28

314.28

10,

096.00

946.66 388.15

11 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16,

690.02

2,721.44

13,

968.58

1,992.94 934.23

12 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72,

423.20

18,964.66

53,

458.53

7,263.76 2,364.71

13 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24,

925.31

16,576.03 8,349.28 1,385.24 -122.54

14 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

67,

397.20

24,051.49

43,

345.70

6,192.82 1,200.60

15 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413.67 2,306.57 7,107.10 746.26 71.89

16 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

25,

047.47

-3,721.40

28,

768.88

992.56 -444.75

17 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6,

290.13

16,749.98

29,

540.15

4,191.05 1,011.31

18 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44,

260.41

12,319.57

31,

940.84

2,566.57 692.11

19 崇左市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13,

505.25

-22.98

13,

528.23

321.71 145.43

20

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

限公司

15,

690.63

4,019.74

11,

670.89

833.37 264.21

21 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11,

356.02

-3,060.53

14,

416.55

497.08 62.11

22 无锡爱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150,

045.16

-3,071.08

153,

116.24

0.00

-1,

207.33

23 苏州中康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4,450.01 1,983.66 2,466.35 3,042.02 -423.63

24 广东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2,220.29 1,623.53 596.76 36.47 -148.38

注：上述公司信用等级均良好，2019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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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578.76

19,728.99

73,

849.78

64,709.45 -369.40

2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79,

361.27

55,775.49

123,

585.79

123,

468.80

3,828.16

3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1,

865.68

13,292.93

58,

572.75

34,008.21 836.69

4 江阴爱康光伏焊带有限公司 3,655.52 83.37 3,572.15 2.02 -541.96

5 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6,

297.68

23,115.54 3,182.15 0.00 5,902.04

6

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35,

795.41

981.11

34,

814.30

3,311.19 288.34

7 明光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13,

627.72

-1,047.47

14,

675.19

654.99

-1,

544.25

8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538,

848.53

433,

546.60

105,

301.93

909.24

11,

861.83

9

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0,

988.20

1,347.11 9,641.08 1,167.34 396.96

10

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10,

157.62

332.75 9,824.88 1,217.45 313.79

11 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16,

789.07

2,813.28

13,

975.79

2,259.63 882.70

12 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77,

351.05

16,599.95

60,

751.10

8,043.04 3,198.50

13 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25,

668.46

16,698.57 8,969.88 1,758.76 48.98

14 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

68,

025.22

23,318.50

44,

706.72

7,008.51 520.90

15 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196.60 1,679.03 7,517.57 691.03 31.66

16 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

25,

063.38

-3,276.65

28,

340.04

1,120.59

-3,

356.29

17 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3,

457.75

15,738.67

27,

719.09

0.00 -33.74

18 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42,

742.67

12,422.09

30,

320.57

3,588.65 810.14

19 崇左市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13,

445.34

-168.41

13,

613.75

188.43 -159.20

20

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

限公司

16,

063.56

3,755.53

12,

308.03

1,826.80 591.05

21 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8,434.51 -3,122.95

11,

557.47

359.45

-2,

531.31

22 无锡爱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318,

948.86

-1,863.75

320,

812.61

0.00

-1,

022.90

23 苏州中康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2,738.52 -603.09 3,341.61 1,939.48

-1,

752.16

24 广东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2,262.98 1,771.91 491.07 159.64 -172.33

注：上述公司信用等级均良好，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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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签署的担保协议融资余额为246,295.2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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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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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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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分别向全体董事发

出了《关于2020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9年12月9日，公司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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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可控，故未提供反担保，其中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泌阳县

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虽为公司非全资子公司， 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

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故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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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申请对外担保额度1,436,229.03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244.79%。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770,623.48万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6,

295.26万元；其他对外担保余额为524,328.22万元。 以上担保余额累计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131.35%， 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的担保事项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申请对外担保额度为1,016,709

万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485,546万元，对外提供担保额度为531,163

万元，共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173.2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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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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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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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9日，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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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概况

1、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能源工程” ）总额度不超过100,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为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56,969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

续为其在80,00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可滚动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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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江苏爱康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 ）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担保。 能源工程为公司参股公司，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能源工程其他股

东爱康实业为能源工程的融资提供担保37,200万元。

被担保方能源工程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其他企业，按《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2、关于继续为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汤阴爱康” ）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

年， 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7,825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7,

825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爱康实业和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汤阴爱康为本公司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3、关于继续为寻乌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寻乌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寻乌爱康” ）总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14,050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14,05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爱康实业和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寻乌爱康为本公司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4、关于继续为海城爱康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海城爱康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爱康” ）总额度

不超过13,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 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10,

586万元。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10,586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爱康实

业和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海城爱康为本公司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5、关于继续为崇仁县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为崇仁县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崇仁爱康” ）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为一年，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8,030万元。 2020年度公司拟继续为其在

8,030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 爱康实业和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上接B07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