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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叶片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中材科技风电叶片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叶片”）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材科技（阜宁）风电叶
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宁叶片”）、中材科技（邯郸）风电叶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邯郸叶片”）、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林
叶片”） 拟申请融资租赁业务，业务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
中材叶片拟为其上述子公司的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
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租赁期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18 年 8 月 7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取得全体董事、独立董事 2/3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担保经董事会审议后，尚需提交
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相关情况
（一）阜宁叶片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材科技（阜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阜宁经济开发区协鑫大道 23 号（A）
法定代表人：徐俊
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26 日
注册资本：31,860.66735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组装风机用叶片，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风力发电设备的
研究与开发；风机用叶片维修；风力发电设备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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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阜宁叶片资产总额 42,556.02 万元，负债总额
9,063.09 万元，净资产 33,492.92 万元。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18,422.71 万元，利
润总额 231.30 万元，净利润-0.49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阜宁叶片资产总额 46,703.10 万元，负债总额
14,977.30 万元，净资产 31,725.80 万元；2018 年 1-6 月实现销售收入 7,214.48 万
元，利润总额-1,763.16 万元，净利润-1,767.1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邯郸叶片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材科技（邯郸）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冀南新区成峰公路与机场路交叉口西北
法定代表人：李国良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30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组装兆瓦级风机用叶片；销售风机叶片、机械设备；风力
发电设备的研发与开发；兆瓦级风机用叶片维修；风力发电设备技术咨询服务；
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除外）；企业自有房屋租赁服务；
机械与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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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邯郸叶片资产总额 28,335.85 万元，负债总额
23,744.95 万元，净资产 4,590.90 万元；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15,327.99 万元，利
润总额 2,695.98 万元，净利润 2,085.62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邯郸叶片资产总额 33,061.50 万元，负债总额
28,097.88 万元，净资产 4,963.62 万元；2018 年 1-6 月实现销售收入 7,178.74 万
元，利润总额 77.39 万元，归母净利润 369.3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锡林叶片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锡林大街东段风电厂区
法定代表人：卢家骐
成立日期：2008 年 6 月 13 日
注册资本：6050.0274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和组装风力发电机组用

叶片，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风力发电设备的研究与开发；风机用叶片维修；风
力发电设备技术咨询服务；进出口贸易；厂房租赁、设备租赁。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锡林叶片资产总额 16,444.47 万元，负债总额
9,493.53 万元，净资产 6,950.94 万元；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6,870.95 万元，利润
总额 386.37 万元，净利润 298.65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锡林叶片资产总额 18,578.72 万元，负债总额 11,853.75
万元，净资产 6,724.97 万元；2018 年 1-6 月实现销售收入 2,405.36 万元，利润总
额-227.06 万元，净利润-227.0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产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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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8 年 5 月 2 日，公司披露《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合并的进展公
告》，公司之控股股东中材股份与中国建材完成换股吸收合并。目前，中材股份正在办理注
销登记及非交易过户手续。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将陆续签署。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主合同确定的债项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3、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一）提供担保的原因：
融资租赁可以充分利用现有长期资产，单独审批，不受银行授信规模限制，
资金用途不受限，3-5 年的期限与公司的资产价值实现方式有很好的匹配性。融
资租赁的融资方式灵活，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分期还款，减轻短期资金压力，保
证资金周转安全。中材叶片下属子公司拟申请实施合计不超过 30,000 万元的融
资租赁，中材叶片为其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公司董事会认为：中材叶片为其子公司的融资租赁提供担保，将为公
司主导产业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人民币 805,500.00 万元，占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91.82%，占 2018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未经审计）的 79.6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
担保（包含本次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858,533.64 万元（其中 458.49 万美元
折算人民币 3033.64 万），占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97.86%，占 2018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未经审计）的 84.9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
金额为人民币 259,097.90 万元，占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9.53%，
占 2018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未经审计）的 25.63%，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有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