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0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下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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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源县晶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源晶嘉”）、徐闻

县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闻晶科”）、潍坊晶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潍坊晶盛”）。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为被担保人向金融机构

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本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23 亿元。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新源晶嘉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2,189.51 万元，为徐

闻晶科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8,067.65 万元，为潍坊晶盛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957.14 万元（均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 1,206,671.22 万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98.04%。本次被担保对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下属公

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拟为全资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新源晶嘉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4 亿元的固定资产贷款，贷款期限为 12 年。公司拟为新源



晶嘉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以该项目的电站设备、电费收费权以

及新源晶嘉 100%股权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和质押担保。上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协议已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完成签署。 

（2）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徐闻晶科拟向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本金不超

过人民币 2 亿元的售后回租融资业务，租赁期限 10 年。公司拟为徐闻晶科上述

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以该项目的电费收费权以及徐闻晶科 100%

股权为该笔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上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3）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潍坊晶盛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8,300 万元的项目置换贷款，贷款期限为 14.5 年。公司拟为潍

坊晶盛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以该项目的电站设备、电费收费权

以及潍坊晶盛 100%股权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和质押担保。上述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协议已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完成签署。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

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合并报表

内下属公司提供人民币 248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新增担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

展期或续保）。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

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被担保人的可用担保额度及担保余额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名称 
可用担保额度（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担保余额（万元）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后 

新源晶嘉 25,000 1,000 22,189.51 

徐闻晶科 20,000 0 8,067.65 

潍坊晶盛 21,986 13,686 2,957.14 

注：因本次担保的融资款项尚未发放，上述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新增担保金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源县晶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25MA78RUBW85  

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注册地址：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新源县工业园区 A 区兴业街以北

晶科以西 1-4 号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发电、输电、供

电业务。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新源县晶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持有新源晶嘉

100%股权，新源晶嘉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新源晶嘉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新源晶嘉最近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8,353,329.01 332,385,824.41 

负债总额 335,770,637.09 337,665,722.69 

资产净额 -7,417,308.08 -5,279,898.28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31,289.03 12,567,827.37 

净利润 -2,137,409.80 -4,755,449.00 

（二）徐闻县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825MA4UMAK06A 

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4 日 

注册地址：徐闻县迈胜水库管理所宿舍楼 B 栋 102 号房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电力技

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新能源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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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持有徐闻晶科 100%股权，徐

闻晶科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徐闻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徐闻晶科最近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0,318,231.90 435,134,712.48 

负债总额 412,673,882.12 408,326,759.52 

资产净额 27,644,349.78 26,807,952.96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427,532.74 39,063,324.90 

净利润 836,396.82 15,365,598.62 

（三）潍坊晶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MA3CLUBC8Y 

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17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滨海区央子街道渤海路 14866 号 1 号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新能源项目的开发、

建设；合同能源管理；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设备的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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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持有潍坊晶盛 100%

股权，潍坊晶盛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潍坊晶盛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潍坊晶盛最近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1,651,798.48 204,311,303.89 

负债总额 194,424,868.26 197,170,502.21 

资产净额 7,226,930.22 7,140,801.68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03,065.92 16,383,268.30 

净利润 86,128.54 4,081,735.5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为新源晶嘉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新源晶嘉担保的期限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

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新源晶嘉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

具体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贷款、议付款本金，债权人因履行主

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所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债务人垫付的

垫款本金余额，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上述债务相应

的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延迟履行金；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等。 

（二）关于为徐闻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徐闻晶科担保的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徐闻晶科担保的范围为债权人基于主合同对债务人所

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应付款项

及因租金调整而相应调整的款项；主合同无效、被撤销、解除或主合同法律关系

被认定为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时，债务人应当支付、返还、赔偿债权人的全

部款项；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支付的一切支出和费用；支付前

述款项所涉及的全部税费。 

（三）关于为潍坊晶盛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潍坊晶盛担保的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潍坊晶盛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

行或强制执行保证合同或行使保证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

用和支出。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相关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担保金额在公

司年度担保计划额度范围内，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公



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出现损

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新源晶嘉、徐闻晶科、潍坊晶盛均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担保风险整体可控。

本次担保有助于满足上述下属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董事会认为以上

担保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06,671.22

万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8.04%，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67,837.70 万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