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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远东电缆”）、远东买卖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卖宝”）、
圣达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电气”）、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艾能电力”）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为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买卖宝合计提供人民币 20,000.00
万元的担保，为圣达电气、艾能电力分别提供人民币 2,950.00 万元、2,400.00 万元
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为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买卖宝合计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 431,155.25 万元，为圣达电气、艾能电力分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9,030.00 万元、27,400.00 万元。（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相关年度授权担保额度内）
●本次担保有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风险提示：若被担保人受国家政策、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原
因发生完全或部分无法履约的情况，公司可能存在承担担保金额范围内相应担保责任
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买卖宝与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
展供应链融资业务，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为上述业务承担金额为20,000.00万元的共
同付款责任，并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供应链融资业务合作协议》。
公司控股子公司圣达电气向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行申请
授信业务，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金额为2,950.00万元的担保，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
担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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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艾能电力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申请授信业务，
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金额为2,400.00万元的担保，并签订了《保证合同》。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0年4月28日）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0年5月20日）审议通过的《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为远东电
缆、新远东电缆、买卖宝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合计为人民币502,000.00万元，为圣达
电气、艾能电力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分别为人民币70,000.00万元、35,000.00万元。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51）。上述担保事项在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80,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蒋承志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电缆附件、电缆用材料、电力电气、电工器材的制造、销
售；电缆盘加工、销售；电线电缆制造工技能等级鉴定；贵金属投资咨询；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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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东电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691,637.29
420,797.87
270,839.42
2019 年度
（经审计）
1,292,893.72
34,8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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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824,719.24
524,193.89
300,525.35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1,098,803.85
29,685.93

2、公司名称：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87,108.8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范兴路209号
法定代表人：蒋华君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高、低压开关及输变电设备的制造；电工器材、化工产品
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机械、机械、电子设备的销售；贵金属投资咨询；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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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远东电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426,725.52
275,332.52
151,393.00
2019 年度
（经审计）
889,336.47
18,775.06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452,767.38
297,158.28
155,609.10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735,238.25
4,077.70

3、公司名称：远东买卖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8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29号
法定代表人：蒋承宏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www.cableabc.com、www.mmbao.com网站提供互联网信息服
务和发布国内网络广告（范围凭《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
网信息服务））；网上销售电工设备、工业用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电线电缆、电
线电缆设备及附件、输配变电设备、金具、电池、仪器仪表、机电设备、五金交电、
照明灯具、电器配件、塑料制品、电子元器件、智能家居设备；电力能源自动化控制
软硬件、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维护及技术咨询；网络平台技术研发；
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贸易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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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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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卖宝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98,944.17
74,924.91
24,019.26
2019 年度
（经审计）
416,667.26
1,932.59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189,646.84
164,688.90
24,957.94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348,751.74
947.20

4、公司名称：圣达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泰兴虹桥工业园区六圩港大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李民
经营范围：电缆附件、电力金具制造、销售；铜箔制造、销售；纯铜接触线、铜
合金（银、锡、镁）接触线，铜合金绞线、银铜合金杆、合金铜杆、铜管、异型铜排
棒坯、特种电缆、空芯导线、铜包钢线加工、制造；电缆安装技术的咨询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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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达电气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70,025.29
64,058.25
5,967.03
2019 年度
（经审计）
64,735.70
-8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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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63,433.93
56,536.73
6,897.21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54,064.54
930.17

5、公司名称：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塘浜路103号287室C座
法定代表人：蒋承志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发电、输电、供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合同能源管理；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节能
管理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电线、电缆经营；电工器材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电池销售，对电力行业的投资，投资管
理，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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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能电力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100,696.27
100,335.95
360.32
2019 年度
（经审计）
14,813.00
-16,311.98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153,088.03
156,967.14
-3,879.11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9,584.28
-4,239.43

为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买卖宝、圣达电气、艾能电力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
事务所均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买卖宝、艾能电力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圣达电气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圣达电气75.05%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远东买卖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共同无条件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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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圣达电气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2,950.00万元。
保证期限：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反担保情况：反担保人为圣达电气其他少数股东，反担保金额为公司担保金额的
22%，反担保方式为连带共同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公司履行代偿责任后次日起算两年，
至反担保责任履行完毕止。
3、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2,400.00万元。
保证期限：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业务是为了满足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买卖宝、圣达电气、艾能电力生产
经营的资金需求，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
买卖宝、艾能电力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圣达电气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管
控权。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买卖宝、圣达电气、艾能电力具备相关金融机构认可
的偿债能力，且圣达电气其他少数股东已提供反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为其提供
的担保未发生过逾期情形。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650,867.16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32.88%，其中：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643,212.16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31.31%；公
司对其他公司的担保总额为7,655.00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1.56%，公司对外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情形。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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