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3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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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尔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尔晶科”）、沙雅

晶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雅晶芯”）、博湖县晶嘉阳光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湖晶嘉”）、乌苏市中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苏中

晶”）、海南州中南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州中南”）、甘肃陇昌光

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陇昌”）、德令哈瑞启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令哈瑞启达”），上述 7 家公司以下合称“被担保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为阿拉尔晶科等 7 家下

属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以下简称“招行花木支

行”）签署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对应的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8,400 万元。截

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阿拉尔晶科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1,590 万元，为沙雅

晶芯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2,650 万元，为博湖晶嘉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0,000

万元，为乌苏中晶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0,000 万元，为海南州中南提供担保的

余额为 5,000 万元，为甘肃陇昌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5,810 万元，为德令哈瑞

启达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6,000 万元。上述累计担保余额均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科科技”）的下属公司阿

拉尔晶科、沙雅晶芯、博湖晶嘉、乌苏中晶、海南州中南、甘肃陇昌和德令哈瑞



启达现与国家开发银行各地分行开展融资业务，并由关联方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晶科能源”）为上述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减少关联担

保，降低关联交易比例，公司与招行花木支行协商一致，拟由公司和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李仙德先生及其配偶共同为被担保人向招行花木支行申请贷款做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所贷款项用于归还被担保人在国家开发银行的存量贷款，以置换

晶科能源的担保。本次融资担保情况主要如下： 

序号 

担保人 

（本次置

换后） 

被担保人 
融资 

机构 

担保 

类型 

授信额度 

（万元） 

 

贷款期限 

1 
晶科科

技、公司

实际控制

人之一李

仙德及其

配偶 

阿拉尔晶科 

招行

花木

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21,590 120 个月 

2 沙雅晶芯 20,000 96 个月 

3 博湖晶嘉 10,000 96 个月 

4 乌苏中晶 10,000 96 个月 

5 海南州中南 5,000 96 个月 

6 甘肃陇昌 5,810 96 个月 

7 德令哈瑞启达 16,000 87 个月 

合计 88,400 - 

注：上述融资除上表中的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外，同时以各项目的设备做抵押

担保，以电费收费权和项目公司股权做质押担保。 

除德令哈瑞启达外，其他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德令哈瑞启达为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下属公司，其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时为德令哈瑞启

达的本次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计划》，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至 2020 年度股东大会期限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8 亿元的担保额度。在不超过总额度的前

提下，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使用。 

本次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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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阿拉尔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阿拉尔市桃园步行街 17 号楼 5 单元 202 室(桃园宾馆)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6,06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3 月 12 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03 月 12 日至 2042 年 03 月 11 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开发、建设和运营，新能源研发；电力技术咨询

服务；电力供应；光伏设备及光电器件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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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有限”）持有

阿拉尔晶科 100%股权，阿拉尔晶科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阿拉尔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2,804,846.83 452,429,545.66 

负债总额 414,052,673.04 371,749,015.09 

资产净额 68,752,173.79 80,680,530.57 

项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128,513.19 49,081,298.40 

净利润 6,144,120.74 10,475,762.01 

（二）沙雅晶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 217 国道 78 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7,76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19 日 

营业期限：2011 年 12 月 19 日至 2031 年 12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新能源科技技

术、电力技术的咨询、服务，电力资源、太阳能光伏设备、光电材料、光电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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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沙雅晶芯 100%股权，沙雅晶芯为

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沙雅晶芯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1,418,180.78 373,296,229.56 

负债总额 290,382,883.73 289,102,570.28 

资产净额 71,035,297.05 84,193,659.28 

项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177,060.24 40,544,534.85 

净利润 -7,556,252.05 4,943,476.59 

（三）博湖县晶嘉阳光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新疆巴州博湖县博斯腾湖乡库代力克村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5,2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3 月 06 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03 月 06 日至 2042 年 03 月 05 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站建设、国内采购电站工程所需设备和材料、承包太阳

能电站建设有关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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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持有博湖晶嘉 100%股权，博湖晶嘉为

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博湖晶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0,185,360.32 195,559,377.51 

    负债总额 131,696,029.75 

 

129,677,354.71 

资产净额 58,489,330.57 65,882,022.80 

项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623,877.75 21,471,425.14 

 
净利润 5,101,128.30                               3,746,363.92        

 



（四）乌苏市中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吉尔格勒特乡至马吉克公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5,2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3 月 28 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03 月 2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发电项目筹建，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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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乌苏中晶 100%股权，乌苏中晶为

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乌苏中晶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1,538,753.57 156,948,228.70 

负债总额 117,036,238.41 106,669,926.94 

资产净额 54,502,515.16 50,278,301.76 

项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429,418.07 18,126,219.54 

净利润 4,224,213.40 130,551.98 

（五）海南州中南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海南州共和县光伏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2,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7 月 30 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07 月 30 日至 2042 年 07 月 29 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海南州中南 100%股权，海南州中

南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海南州中南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4,607,266.25 102,314,170.83 

负债总额 75,763,220.61 57,441,930.64 

资产净额 28,844,045.64 44,872,240.19 

项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417,412.56 13,169,290.13 

净利润 1,856,821.63 2,161,096.26 

（六）甘肃陇昌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镇金武公路以南、330KV 双湾变电所以

东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6,181.4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04 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10 年 04 月 26 日至 2040 年 04 月 25 日 

经营范围：大型太阳能并网发电站的建设，新能源产品的销售及技术服务。

（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甘肃陇昌 100%股权，甘肃陇昌为

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甘肃陇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6,165,138.49 168,793,051.59 

负债总额 99,918,392.86 102,412,430.90 

资产净额 66,246,745.63 66,380,620.69 

项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742,885.05 21,077,059.54 

净利润 3,976,073.59 4,005,660.80 



（七）德令哈瑞启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德令哈市蓄集乡陶斯图村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4,481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06 日 

营业期限：2011 年 12 月 06 日至 2041 年 12 月 05 日 

经营范围：光伏发电。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德令哈瑞启达 88.7006%股权，德

令哈瑞启达为公司间接持股的控股下属公司；青海瑞启达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海瑞启达”）持有德令哈瑞启达 11.2994%股权 

德令哈瑞启达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3,629,241.90 340,347,740.21 

负债总额 284,297,159.80 156,716,070.34 

资产净额 179,332,082.10 183,631,669.87 

项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481,595.94 37,265,876.40 

净利润 -4,299,587.77 3,242,140.9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担保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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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包括债权人向债务人发放的

贷款、议付款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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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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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责任期间内以新贷偿还主合同项下信用证、票据等垫款债务而产生的

债务。 



上述担保事项具体以实际签署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置换有利于减少关联担保，降低关联交易比例。本次担保对象均为

公司实际控制的全资或控股下属公司，控股下属公司的少数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同

时为本次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风险可控。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74,2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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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166.46%，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 1,256,3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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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