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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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于继续为固镇县爱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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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关于继续为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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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关于继续为临朐祥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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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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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关于继续为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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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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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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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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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关于继续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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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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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关于继续为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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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关于继续为金昌清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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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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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关于继续为新疆伊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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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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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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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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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关于继续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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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关于继续为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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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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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关于继续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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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关于继续为新疆聚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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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关于继续为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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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关于继续为赣州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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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关于继续为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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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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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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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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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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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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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379,720.31 322,819.57

净资产 93,680.31 91,484.17

营业收入 84,725.06 8,051.54

净利润 6,285.64 -2,196.14

2、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8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523MA3X85XK3T

注册地址 汤阴县五陵镇汤屯新型农村社区

法定代表人 姚汉卿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销售，太阳能发电的设计、安装、施工、咨询服务

及培训，对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以及运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 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

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12,967.71 13,649.39

净资产 -998.63 -617.71

营业收入 834.78 1,045.33

净利润 -415.45 30.32

3、寻乌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寻乌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11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34MA35FG8N1E

注册地址 寻乌县长安大道18号

法定代表人 朱润

注册资本 6,5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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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销售、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的设计、安装、施

工、咨询服务及培训；对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以

及运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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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 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

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25,356.71 19,580.87

净资产 7,122.13 7,394.25

营业收入 2,590.70 1,609.57

净利润 945.87 272.12

4、海城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海城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09月0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381MA0QFGWBXU

注册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英落镇前英居委会二楼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 虞立涛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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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花卉、食用菌的销售；农

副产品的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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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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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 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

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18,082.68 19,067.40

净资产 2,318.43 3,549.75

营业收入 3,034.96 2,244.47

净利润 1,870.43 1,231.32

5、崇仁县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崇仁县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03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1024MA35GW44X3

注册地址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人民大道县卫计委大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 朱润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及

管理；农林业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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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60%，北京大象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40%，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13,591.91 13,450.11

净资产 1,436.84 1,590.61

营业收入 1,779.70 1,195.60

净利润 445.70 153.77

6、固镇县爱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固镇县爱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07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323MA2MXKM56G

注册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城关镇迎宾大道投资大厦18楼

法定代表人 朱润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光伏光热电站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

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农作物的种植与销售；家畜、家禽的养殖与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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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 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

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25,780.49 24,077.46

净资产 529.72 759.77

营业收入 2,581.45 1,881.50

净利润 440.73 230.05

7、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3月0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4273297161195

注册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白土镇张二庄村东北

法定代表人 姚汉卿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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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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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资质证核定的范

围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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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商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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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 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

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21,570.99 19,977.35

净资产 1,268.26 1,624.68

营业收入 2,214.92 1,780.09

净利润 561.24 356.41

8、临朐祥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临朐祥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5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24334305613T

注册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冶源镇李家庄子村

法定代表人 朱润

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太阳能光伏组件及相关

设备的销售、调试、维修；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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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 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

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15,941.10 15,349.41

净资产 -1,425.15 -1,320.44

营业收入 1,245.80 960.16

净利润 -951.51 104.71

9、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03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552450755F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镇北西路

法定代表人 邹晓英

注册资本 28,660.8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薄膜新材料研发；EVA胶膜研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铝型材、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金属材料及制品、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产品、矿产品、煤炭、木材、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购销；自有房屋租赁；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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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75.13%， 吴思远0.1%, �农银国际投资

（苏州）有限公司24.77%。 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45,169.71 50,770.36

净资产 21,314.99 18,581.25

营业收入 8,495.54 36,618.39

净利润 -2,401.19 -2,468.42

10、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03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7990947056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北侧1幢203室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主营业务

金属模具的生产、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

设备、LED照明设备组装及相关技术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

零售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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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服

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办公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财税咨询服

务；法律咨询服务；珠宝首饰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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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承慧100%，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324,278.60 325,741.01

净资产 124,840.47 128,718.61

营业收入 171,530.03 220,343.26

净利润 2,710.14 3,878.14

11、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05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0069720874B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长冈路13号盛汇城市中心7号楼5-1#、5-2#、

5-3#、5-4#商业

法定代表人 陈圣霖

注册资本 87,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融资租赁；房屋租赁；机械设备、医疗设备、电子设备租赁；医疗器械

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企业项目投资管理与咨询（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证券、期货及财

政信用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企业财务顾问（不含代理

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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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60%、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0%.。 赣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401,386.04 481,800.19

净资产 114,497.56 119,372.86

营业收入 23,079.08 20,227.63

净利润 8,615.26 4,875.30

12、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3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2958163XP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苏虹路29、33号11层1108室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主营业务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

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

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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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6%；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74%。 邹

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227,090.44 185,858.26

净资产 102,118.16 104,688.21

营业收入 10,645.04 6,219.90

净利润 -2,125.00 2,061.59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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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江苏骏浩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51%，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实际控制人为樊江。

关联关系说明

为公司过去12个月内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公司监事担任南通

金属董事，构成关联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49,061.52 87,590.10

净资产 27,000.43 8,379.38

营业收入 56,244.97 38,925.56

净利润 1,179.02 -98.67

14、金昌清能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金昌清能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01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300060627059J

注册地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金川路95号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36,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光伏发电（凭有效许可

证经营），电力技术服务。

股东情况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持有49%股权，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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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高管兼任金昌清能董事，构成关联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83,962.06 78,626.14

净资产 37,622.71 39,713.08

营业收入 9,388.58 7,730.39

净利润 1,204.10 2,090.37

15、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11月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010802214517

注册地址 新疆博州博乐市南城区01号

法定代表人 任基玮

注册资本 17,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 光伏电站投资、建设；太阳能电子产品销售。

股东情况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30%；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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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高管兼任九州方园博乐董事，构成关联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88,895.33 86,641.11

净资产 15,924.43 18,468.66

营业收入 8,255.83 6,949.93

净利润 2,776.09 2,164.70

16、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04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24097864410G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州巩留县73团金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任基玮

注册资本 7,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光伏电站投资，运营、维护，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

服务，电子电力设备、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制造加工与销售；场地租

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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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29,396.34 25,464.39

净资产 -130.18 461.86

营业收入 2,105.52 2,320.24

净利润 859.79 592.04

17、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11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9290821751024

注册地址 四子王旗乌兰花镇文化路祥瑞集贸市场

法定代表人 任基玮

注册资本 5,4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电站开发、建设和运营；太阳能设备的批发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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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23,765.84 22,401.06

净资产 5,795.97 6,372.60

营业收入 2,729.65 1,986.51

净利润 729.59 430.3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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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阿扎提街四环路247号（招商引资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 任基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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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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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20,303.41 20,028.90

净资产 6,456.62 7,202.83

营业收入 2,026.06 1,691.36

净利润 583.56 565.19

19、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01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215890367341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88-2号586室

法定代表人 任基玮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新能源项目开发、投资、建设；投资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新能源研发技术咨询；新材

料的研发和销售及进出口业务；LED照明产品销售、LED照明节能

改造工程；太阳能组件销售、太阳能组件并网发电系统开发、生产、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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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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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101,742.98 96,886.59

净资产 15,340.31 15,324.74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2,239.10 -15.57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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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基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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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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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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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93,766.38 96,279.77

净资产 34,424.13 36,481.86

营业收入 9,157.44 7,342.07

净利润 2,748.42 1,670.47

21、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06月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00595938881Q

注册地址 新疆博州博乐市南城区第九中学

法定代表人 任基玮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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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电站投资、 建设； 太阳能电子产品销售 （国家专项审批的除

外）；场地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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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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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93,986.60 95,411.29

净资产 14,137.46 16,505.35

营业收入 10,444.37 8,833.47

净利润 2,298.64 2,358.89

22、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12月0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1MA1N1P5G6B

注册地址 丹阳市云阳镇丹金路益阳五金机电城

法定代表人 张果宇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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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光伏电站的建设经营；光伏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技术

服务；提供光伏电站的运营维护服务；从事电力销售、提供节能减排

服务及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从事太阳能发电安装系统及太阳能光伏

组件批发销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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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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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1,465.02 1,401.90

净资产 126.28 236.57

营业收入 348.51 242.80

净利润 182.04 110.29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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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基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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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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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54,950.91 54,282.46

净资产 21,783.50 23,909.10

营业收入 6,310.45 5,101.17

净利润 2,448.41 2,130.38

24、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02月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032954656X6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振兴大道东南侧、创业北路

东北侧

法定代表人 廖宗遥

注册资本 2,167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主营业务

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服务；网络技术推广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仓储设施经营管理；自

有房屋的出租及物业管理；企业网站设计与开发、网页制作；软件的开

发与销售、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管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

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证券、期货及财政信用业务）；普通

货物仓储，物流配载（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矿产品、有色金属材料、化工

原料（除化学危险品）、稀土产品的销售；纸及纸制品销售；木材销售；饰

品的销售；初级农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

得，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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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能链科技有限公司 62.06%；

慧榖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0%；

上海朗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71%；

上海玺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71%；

崇义聚丰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23%；

上海泓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4%；

上海谐成企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3%；

赣州慧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82%；

郭宗明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25,101.09 22,811.71

净资产 10,227.36 7,666.59

营业收入 7,305.09 21,728.42

净利润 -141.24 -3,036.55

25、赣州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赣州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07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82MA35JQH69B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工业西区赣州进境木材监管区

法定代表人 邹飞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服务；网络技术推广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仓储设施经营管理；自有房屋的出租及物业管理;普通货物仓

储；物流配载（不含道路运输）；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及国内批

发业务；转口贸易；农林渔牧水产品、水果、食品、饮料、烟酒、药品、

保健品、化妆品、纺织品贸易；汽车销售；汽车配件销售；矿产品、有

色金属材料、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稀土产品、纸浆销售；黄

金、铂金、珠宝首饰、钻石饰品销售。

股东情况 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100%；郭宗明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21,894.09 26,098.00

净资产 10,077.22 10,790.28

营业收入 4,700.79 305.23

净利润 82.81 713.06

26、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11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MA1TBM8H5C

注册地址 江阴市华士镇华长路515号

法定代表人 胡建清

注册资本 27,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安装、调试；太阳能电站的研究、开发、设计、安装、建设、维护（不

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禁止类）；建材、金属制品、铝型材、铝制

品的制造、加工、销售、研究、开发；太阳能光伏支架的研究、开发、制

造、加工、安装、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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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胡建清51.85%，钱卫东48.15%；胡建清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度 2019年9月

总资产 11,965.96 15,094.77

净资产 30.07 -1,605.10

营业收入 211.71 859.11

净利润 -969.93 -2,605.10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8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年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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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为能源工程总额度不超过8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担保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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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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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司、上海华能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56,9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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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康实业为能源工程提供担保37,200万元。

2、公司拟为汤阴爱康总额度不超过7,825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

7,8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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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拟为寻乌爱康总额度不超过14,05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江西银行赣州南康支行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

14,0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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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拟为海城爱康总额度不超过10,586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余

额为10,5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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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拟为崇仁爱康总额度不超过8,03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融资协

议余额为8,0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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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拟为固镇爱康总额度不超过8,339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中建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

为8,3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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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司拟为磁县品佑总额度不超过7,306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余

额为7,3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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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拟为临朐祥泰总额度不超过3,245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余

额为3,2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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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公司拟为爱康薄膜总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担保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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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张家港农商行签

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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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公司拟为爱康实业总额度不超过4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担保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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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张家港农行、

张家港农商行、张家港华夏银行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39,4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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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公司拟为赣发租赁总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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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已与赣州银行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12,

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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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拟为富罗纳融租总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为一年，担保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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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长城国兴金

融租赁有限公司、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连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张家

港华夏银行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42,1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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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公司拟为南通金属总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担保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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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如皋农商行签署

的融资协议余额为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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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公司拟为金昌清能总额度不超过18,62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上海璞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

余额为18,6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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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公司拟为九州博乐总额度不超过48,383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上海璞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

余额为48,3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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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公司拟为新疆伊阳总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浙江浙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

余额为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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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公司拟为四子王旗总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上海璞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

余额为1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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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公司拟为特克斯昱辉总额度不超过8,2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苏州国开行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8,20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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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公司拟为浙江瑞旭总额度不超过39,05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浙江国开行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39,0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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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公司拟为新疆爱康总额度不超过23,35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苏州国开行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23,3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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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公司拟为九州博州总额度不超过62,79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62,

7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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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公司拟为丹阳中康总额度不超过666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担保期限

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

余额为6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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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公司拟为新疆聚阳总额度不超过17,8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苏州国开行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17,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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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公司拟为江西慧谷总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担保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中信银行赣州分

行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13,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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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公司拟为赣州慧谷总额度不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担保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九江银行赣州分行

签署的融资协议余额为3,9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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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公司拟为达康光伏总额度不超过6,922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协议余

额为6,9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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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实业合并口径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2018年12月31日爱康实业总资产2,231,062.33万元、净资产844,777.11

万元、 负债总计1,386,285.22万元；2018年1-12月爱康实业营业收入917,738.93

万元、净利润30,271.57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爱康实业总资产2,029,934.39万元、 净资产692,036.56

万元、负债总计1,337,897.83万元；2018年1-9月爱康实业营业收入812,944.19万

元、净利润315.11万元。

能源工程合并口径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能源工程总资产447,165.16万元、 净资产95,877.91万

元、负债总计351,287.25万元；2018年1-12月能源工程营业收入137,374.69万元、

净利润13,990.09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能源工程总资产380,141.76万元、 净资产97,108.29万

元、负债总计283,033.47万元；2018年1-9月能源工程营业收入25,925.96万元、净

利润268.22万元。

骏浩金属合并口径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2018年12月31日骏浩金属总资产9,748.44万元、 净资产773.28万元、负

债总计8,975.16万元；2018年1-12月骏浩金属营业收入16,335.19万元、 净利润

150.10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骏浩金属总资产10,591.78万元、 净资产933.52万元、负

债总计9,658.26万元；2018年1-9月骏浩金属营业收入12,781.26万元、 净利润

184.81万元。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核查情况：

2019年12月3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2020年度对

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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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源工程主要从事能源工程技术服务、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EPC工程施工

管理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等，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也是光伏电站投资的上游

供应商，合作关系良好。 公司与能源工程业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协同效应。 公司的

太阳能组件配件生产为能源工程光伏电站建设提供材料支撑， 而能源工程光伏电

站开发与建设业务可与公司光伏电站投资运维相互配合， 实现光伏电站的业务闭

环。公司此次担保由公司控股股东爱康实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能有效地降低

公司的担保风险。 2020年度总体担保额度比2019年减少2亿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其他股东爱康实业为能源工程提供担保37,200万元。

2、汤阴爱康、寻乌爱康、海城爱康、崇仁爱康、固镇爱康、磁县品佑、临朐祥泰为

能源工程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发电、销售、太阳能发电的设计、安

装、施工等相关业务。这些项目建设地具有区位优势，建设在光照资源丰富，适合光

伏电站建设的地区，如山东、安徽、河北、江西等，以上项目符合当地优化能源结构，

减轻环保压力的要求，发展趋势良好。公司的主营业务与这些公司具有较大的协同

效应，公司的光伏建设材料供应和电站运维服务可以配合被担保方的发展需要。公

司拟为其在2020年度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控股股东爱康

实业和公司参股公司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有效地降低公司的担保风

险。

3、爱康薄膜主要从事EVA胶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公司的上游供应商。 原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后剥离至爱康实业。 爱康薄膜信誉良好。 公司控股股东爱康实

业为本次对外担保提供反担保，能有效地降低公司的担保风险。 2020年度总体担

保额度比2019年减少7000万元。

4、爱康实业成立于2007年3月20日，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

先生持有爱康实业100%股权，公司拟继续为其融资提供担保，程序符合《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 2020年度总体担保额度比2019年减少

1亿元。爱康实业对本公司的融资提供了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爱康实业对爱康

科技（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1.51亿元。 能源工程为本次担保

提供反担保，能有效地降低公司的担保风险。

5、赣发租赁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在对赣发租赁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

偿债能力、 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 董事会认为赣发租赁偿债能力良

好，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且本次担保是公

司按照出资比例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6、富罗纳融资租赁是2015年3月17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注册在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中外合资企业。 富罗纳融资租赁聚焦新能源产业价值链，精

耕细作， 以融资租赁和保理业务为核心， 为客户提供创新金融服务和租赁咨询服

务。作为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富罗纳融资租赁开展租赁业务的同

时，也将为公司提供和推荐优质的客户资源，与公司业务有协同性，助力公司成为

太阳能等优质清洁能源的综合服务商。公司拟为其融资提供担保，并由爱康实业提

供反担保，提高了本次对外担保的安全边际。 2020年度总体担保额度比2019年减

少2.5亿元。

7、南通金属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为公司过去12个月内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

人公司，公司拟为其在2020年度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 另一股

东骏浩金属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8、 金昌清能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公司按持股比例在金昌清能未履行债务的

49%的范围内为其融资提供担保。

9、九州博乐、新疆伊阳、四子王旗、特克斯昱辉、浙江瑞旭、新疆爱康、九州博

州、丹阳中康和新疆聚阳为公司与浙江清能交易的标的公司，本次担保为交易的过

渡性措施之一，待债务到期或被置换后，爱康科技将不再为新的债务提供担保。 爱

康实业同意在出售完成后就标的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0、在对江西慧谷及其全资子公司赣州慧谷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

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董事会认为江西慧谷和赣州慧谷偿

债能力良好，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控

股股东爱康实业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提高了本次对外担保的安全边际。

11、达康光伏拟建设光伏电站，是公司的参股公司能源工程的工程总包客户，

且达康光伏所持有的电站是使用的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

组件。达康光伏此次所融资金用于支付项目的工程总包费用，其中组件采购款占绝

大部分。 为该笔融资提供担保，具有商业上的必要性和互利性。 公司控股股东爱康

实业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提高了本次对外担保的安全边际。

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公司风控及资金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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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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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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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提供担保具有商业上的必要性和互利性。 各被担保方

经营情况良好，各方均提供了反担保措施，能有效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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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时，独立董事就2020年度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提供担保具有商业上的必要性和互利性。 各被担保方

经营情况良好，各方均提供了反担保措施，能有效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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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经审议总体

担保额度比2019年减少419,5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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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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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9年度

为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总额度不超过25,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

及为江阴科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额度不超过7,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担保

事宜，担保期限全部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发生额为31,100万元，上述担保到

期后公司不再继续为其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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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若上述被担保方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公司可能存在代偿债务风险，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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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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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19年12月9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

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拟改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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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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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2881146K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东塔楼15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尊农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4日

合伙期限：2013年11月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

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资质：具备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工作能力， 能够

胜任公司2019年财务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的工作要求。

三、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事项提前与原审计机构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并征得其理解与支持。

2、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的了解，认

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结合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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