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21-187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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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康科技”）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2021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对外担保的贷款置换并提供过渡性担保的议案》
（相关公告编号：2021-127），根
据上述议案及公告，公司拟为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莒南鑫
顺风”）与三峡电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电能”）指定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置
换提供阶段性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4,610 万元；公司拟为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嘉祥昱辉”）与三峡电能指定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置换提供阶段
性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190 万元。江苏能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能链”）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1 年 11 月 12 日，莒南鑫顺风与三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峡租赁”）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本金为人民币 4,400 万元，租赁期限为
12 年，自 2021 年 11 月 15 日至 2033 年 9 月 15 日。202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与
三峡租赁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莒南鑫顺风主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 4,4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
合同项下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特别约定合同自莒南鑫顺风 100%
股权变更登记由重庆长盛新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峡电
能（广东）有限公司持有之日终止。江苏能链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
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1 年 11 月 12 日，嘉祥昱辉与三峡租赁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本
金为人民币 1,600 万元，租赁期限为 12 年，自 2021 年 11 月 15 日至 2033 年 9
月 15 日。202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与三峡租赁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嘉
祥昱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 1,6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特别约定合同自嘉祥昱辉 100%股权变更登记由重庆长盛新能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峡电能（广东）有限公司持有之日终止。江苏能
链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已经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
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 年 08 月 0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327312682813Q

注册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岭泉龙泉大街 141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强

注册资本

2,4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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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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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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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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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基本财务数据

总资产

7,402.96

7,619.57

（单位：万元）

净资产

164.55

319.39

营业收入

834.54

703.71

净利润

36.15

154.84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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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09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829079651462M

注册地址

嘉祥县纸坊镇振兴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强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光伏太阳能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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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无锡爱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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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基本财务数据

总资产

4,043.75

4,099.15

（单位：万元）

净资产

-5,484.52

-5,371.74

营业收入

409.49

321.06

净利润

56.29

112.78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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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与三峡租赁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莒南鑫顺
风主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 4,4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特别约定合同自莒南鑫顺风 100%股权变更登记由重庆长盛新能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峡电能（广东）有限公司持有之日终止。保证范围
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债权人实现主合同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以及主合同项
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江苏能链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202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与三峡租赁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嘉祥昱辉
主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 1,6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特

别约定合同自嘉祥昱辉 100%股权变更登记由重庆长盛新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三峡电能（广东）有限公司持有之日终止。保证范围为主
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债权人实现主合同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以及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江苏能链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为莒南鑫顺风与三峡租赁进行贷款置换提供阶段性担保，担保金额
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 4,4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公司为嘉祥昱辉与三峡
租赁进行贷款置换提供阶段性担保，担保金额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 1,600 万
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本次担保具有商业上的必要性和互利性，符合《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
2、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莒南鑫顺风资产总额 7,619.57 万元，负债总额
7,300.18 万元，净资产 319.39 万元。莒南鑫顺风 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703.71
万元，净利润 154.84 万元，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嘉祥
昱辉资产总额 4,099.15 万元，负债总额 9,470.89 万元，净资产-5,371.74 万元。嘉
祥昱辉 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21.06 万元，净利润 112.78 万元，生产经营
情况正常。江苏能链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江苏能链资产总额 49,777.11 万元，负债总额 49,385.47
万元，净资产 391.63 万元。江苏能链的净资产无法覆盖本次担保金额，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鉴于被担保方莒南鑫顺风、嘉祥昱辉及反担保方江苏能链经营
情况稳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提供担保风险较小并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公司指定专门人员持续关注上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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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经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84.82
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3.66 亿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4.32 亿元；对出售电站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 39.04 亿元；对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赣州发展融资
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62 亿元；其他对外提
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6.68 亿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约为 253.08%。若包含本次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约为 254.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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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 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经披露过的担保平移、代偿事宜外，公司没有
新增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并依
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