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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8-145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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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6 日，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
售光伏电站资产包暨推进与浙能集团战略合作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新增对外
担保的议案》，公司拟向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或其
指定方出售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中康”）控
股子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以下简称“资产包内标的公司”），原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的担保额度合计 227,296 万元转换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的担保，并新增
23,000 万元担保额度，最终新增对外担保额度合计 250,296 万元。关联董事依法
回避表决，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担保概况
1、关于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46,350 万元人民币的
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金额为 44,150 万元。公司拟根
据与浙能集团或其指定方签订的协议，继续在此公司原审议的担保额度和担保期
限内为其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
2、关于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935.83 万元人民
币的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金额为 935.83 万元。公司
拟根据与浙能集团或其指定方签订的协议，继续在此公司原审议的担保额度和担
保期限内为其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

3、关于为宿州恒康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为宿州恒康新能源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1,000 万元人民币
的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金额为 11,000 万元。公司拟
根据与浙能集团或其指定方签订的协议，继续在此公司原审议的担保额度和担保
期限内为其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
4、关于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2,000 万元人民币的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金额为
12,000 万元。公司拟根据与浙能集团或其指定方签订的协议，继续在此公司原审
议的担保额度和担保期限内为其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
5、关于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9,800 万元人
民币的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金额为 9,500 万元。公司
拟根据与浙能集团或其指定方签订的协议，继续在此公司原审议的担保额度和担
保期限内为其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
6、关于为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为九州方园博乐新能源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40,000 万元人
民币的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金额为 23,780.37 万元。
公司拟根据与浙能集团或其指定方签订的协议，继续在担保期限内为其债务性融
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增加至不超过 58,000 万元。
7、关于为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为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5,000 万元人民
币的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金额为 2,833.33 万元。公司
拟根据与浙能集团或其指定方签订的协议，继续在担保期限内为其债务性融资提

供担保，担保总额度增加至不超过 20,000 万元。
8、关于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23,900 万元人民
币的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金额为 22,400 万元。公司
拟根据与浙能集团或其指定方签订的协议，继续在此公司原审议的担保额度和担
保期限内为其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
9、关于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68,310 万元人
民币的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金额为 66,930 万元。公
司拟根据与浙能集团或其指定方签订的协议，继续在此公司原审议的担保额度和
担保期限内为其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邹承慧先生、易美怀女士、袁源女士、刘宇峰先生担任中康电力的
董事、高管，为本担保事项的关联董事。
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为原保证合同到期日前，为保证后续担保合同的签订的
效率，在此期间且在上述额度内的继续担保的具体事项，授权董事长邹承慧先生
签署并办理具体担保事宜。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21589036734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

嘉善县姚庄镇锦绣大道 1 号 204 室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康电力

15,000

100%

股东及股权比例

经营范围

新能源项目开发、投资、建设；投资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新能源研发技术咨询；
新材料的研发和销售及进出口业务；LED 照明产品销售、LED 照明节
能改造工程；太阳能组件销售、太阳能组件并网发电系统开发、生
产、销售。

成立日期

2012 年 01 月 19 日

经营期限

2012 年 01 月 19 日至 2062 年 01 月 18 日

登记机关

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总资产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593,522,997.33

1,568,071,546.93

货币资金

3,664,862.58

7,770,548.51

应收账款

218,898,210.10

150,915,798.74

1,452,710,534.26

1,078,400,588.05

140,812,463.07

489,670,958.88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68,486,795.19

150,740,710.61

营业成本

34,455,633.61

85,100,900.70

净利润

14,123,626.81

-5,925,246.38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98561245.32

95,069,717.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666,954.53

-13,447,679.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00999976.72

-144,055,944.9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105,685.93

-62,433,906.6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2、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1MA1N1P5G6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丹阳市云阳镇丹金路益阳五金机电城

法定代表人

冯晖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康电力

100

100%

股东及股权比例
经营范围

从事光伏电站的建设经营；光伏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技术
服务；提供光伏电站的运营维护服务；从事电力销售、提供节能减
排服务及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从事太阳能发电安装系统及太阳能光
伏组件批发销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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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 5 日

经营期限

2016 年 12 月 5 日至 2041 年 12 月 4 日

登记机关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总资产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6,361,979.46

16,949,944.05

货币资金

289,885.57

715,456.18

应收账款

801,903.82

411,388.32

16,237,247.16

16,312,545.03

124,732.30

637,399.02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1,601,360.40

1,648,149.43

营业成本

700,460.04

666,591.18

净利润

609,924.04

637,399.02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20,677.58

4,137,425.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812,892.03

-3,044,673.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33,356.16

-377,296.5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25,570.61

715,456.18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3、宿州恒康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宿州恒康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302325459290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巴山新街镇政府北二楼

法定代表人

张金剑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康电力

16,000

100%

股东及股权比例
经营范围

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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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4 年 12 月 22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登记机关

宿州市埇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宿州恒康新能源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总资产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42,563,698.36

253,692,276.13

货币资金

216,520.83

870,442.15

应收账款

31,549,591.25

26,046,002.47

总负债

81,863,815.51

88,689,735.82

160,699,882.85

165,002,540.31

所有者权益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7,621,490.48

19,592,350.38

营业成本

3,422,028.88

8,073,710.89

净利润

1,957,662.17

4,875,597.68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5,234,179.63

23,389,587.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055,452.75

-25,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4,832,648.20

-28,465,296.4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53,921.32

-5,100,708.65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4、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9290821751024

注册号

15092900001141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四子王旗乌兰花镇文化路祥瑞集贸市场

法定代表人

张金剑

注册资本

5,400.00 万元
股东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中康电力

5,400.00

100.00

股东及股权比例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太阳能光伏电站开发、建设和运
营；太阳能设备的批发及销售

成立日期

2013 年 11 月 15 日

经营期限

2013 年 11 月 15 日至 2043 年 11 月 14 日

登记机关

四子王旗工商行政管理局

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总资产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29,892,891.28

222,525,479.49

货币资金

373,293.81

452,349.94

应收账款

61,144,764.08

50,355,796.30

174,653,480.11

159,550,196.29

55,239,411.17

62,975,283.20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11,735,226.21

26,196,976.76

营业成本

4,177,837.92

10,891,590.41

净利润

3,418,828.47

6,837,494.32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018 年 1-5 月
2,815,527.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017 年
-103,720,834.22
-1,772,785.50

-2,894,583.33

105,393,866.67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17 年 12 月 31 日

-79,056.13

-99,753.05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5、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270577196146

注册号

65412703000025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阿扎提街四环路 247 号(招商引资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6,300 万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康电力

6,300

100

股东及股权比例
经营范围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电力技术咨
询、服务，场地租赁，电力物资、设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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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2 年 07 月 25 日

经营期限

2012 年 07 月 25 日至 2042 年 07 月 24 日

登记机关

特克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总资产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76,861,554.10

178,711,513.05

货币资金

184,835.57

467,858.80

应收账款

26,026,182.43

18,048,182.30

113,073,819.47

110,519,002.76

63,787,734.63

68,192,510.29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8,212,108.66

18,104,312.18

营业成本

3,607,478.83

9,762,825.41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

净利润

2,241,573.57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753,131.54
201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6,096,301.67

12,952,390.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118,799.90

-1,378,659.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260,525.00

-11,293,490.4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83,023.23

280,240.35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6、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010802214517

注册号

652701050013312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新疆博州博乐市南城区 01 号

法定代表人

张金剑

注册资本

壹亿柒仟万元人民币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康电力

11,900

70

5,100

30

股东及股权比例
九州方园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光伏电站投资、建设：太阳能电子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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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3 年 11 月 07 日

经营期限

2013 年 11 月 07 日至 2033 年 11 月 06 日

登记机关

博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总资产

2018 年 5 月 31 日
801,182,300.83

2017 年 12 月 31 日
780,574,628.45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1,856,986.31

168,585.25

应收账款

100,680,956.25

70,778,052.82

总负债

644,304,014.92

629,479,618.33

所有者权益

156,878,285.91

151,095,010.12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29,568,475.44

63,563,664.49

营业成本

13,746,506.75

34,768,521.52

5,781,969.39

-2,946,146.11

净利润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6,265,867.56

219,162,982.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18,880.00

-1,240,436.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4,058,586.50

-218,695,723.9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88,401.06

-773,177.78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7、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24097864410G

注册号

65412405000191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

新疆伊犁州巩留县 73 团金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张金剑

注册资本

7,000 万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康电力

7,000

100

股东及股权比例
经营范围

光伏电站投资，运营、维护，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咨
询服务，电子电力设备、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制造加工与销售；场
地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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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4 年 04 月 22 日

经营期限

2014 年 04 月 22 日至 2064 年 04 月 21 日

登记机关

巩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

总资产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84,313,553.09

278,863,572.29

货币资金

148,662.19

69,044.01

应收账款

43,760,409.68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利润表项目

31,626,340.39

277,771,283.49

276,422,808.12

6,542,269.60

2,440,764.17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10,423,330.49

18,200,689.23

营业成本

5,096,919.59

12,119,711.20

净利润

4,101,505.43

562,236.20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5,020,139.02

62,270,615.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

-493,801.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4,940,520.84

-61,763,356.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9,618.18

13,457.88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8、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40802369018

注册号

65900405000797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

新疆五家渠市人民南路 781 号恒祥大厦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21,137.00 万元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康电力

21,084.37

99.75%

王维富

31.58

0.15%

牟银建

21.05

0.10%

股东及股权比例

经营范围

光伏发电站开发、建设与运营；光伏发电技术及设备研发；光伏发
电项目技术咨询；光伏发电设备、太阳能器具及配件、化工产品（危
险品除外）、多晶硅材料、单晶硅材料销售；场地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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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3 年 11 月 25 日

经营期限

2013 年 11 月 25 日至长期

登记机关

五家渠工商行政管理局

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

总资产

2017 年 12 月 31 日

548,524,455.44

547,696,257.22

货币资金

575,448.15

11,346,045.55

应收账款

98,849,458.06

73,890,986.94

总负债

335,257,912.45

314,336,019.36

所有者权益

213,266,542.99

233,360,237.86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25,074,445.20

53,231,061.78

营业成本

9,977,414.91

24,111,138.42

净利润

9,305,192.02

15,059,846.99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7,618,365.60

38,540,166.4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41,938.00

-675,23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8,147,025.00

-43,752,775.5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770,597.40

-5,887,839.10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9、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00595938881Q

注册号

65270005000063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新疆博州博乐市南城区第九中学

法定代表人

张金剑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康电力

20,000.00

100%

股东及股权比例
经营范围

光伏电站投资、建设；太阳能电子产品销售（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
场地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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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12 日

经营期限

2012 年 6 月 12 日至 2062 年 06 月 11 日

登记机关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总资产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943,733,023.37

946,408,486.37

货币资金

26,548,901.37

45,427,001.82

应收账款

118,716,343.54

78,966,156.35

总负债

804,092,319.44

811,634,362.74

所有者权益

139,640,703.93

134,774,123.63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38,874,535.89

86,119,608.75

营业成本

18,028,792.80

43,877,386.94

4,866,580.30

3,265,743.53

净利润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455,822.05

83,659,502.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29,150.00

-866,276.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3,004,772.50

-44,513,531.0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878,100.45

38,279,695.06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将与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方签订的一揽子协议条款
为资产包内标的公司继续提供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视资金使用情况与金融机构办理相关手续，具体担保金额以金融机构批准
之额度为准，公司最终担保额度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核查情况
2018 年 9 月 3 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公司新增
对外担保的议案》。2018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此项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
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对公司新增对外担保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事前认可意
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提供担保具有商业上的必要性和互利性。各被担保方
经营情况良好，在本次出售光伏电站资产包交易完成后，爱康科技的子公司苏州
中康电力运营有限公司对资产包内的标的公司进行电站运营，能有效地降低公司
的担保风险。其中涉及关联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应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将《关
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时，独立董事就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提供担保具有商业上的必要性和互利性。各被担保方
经营情况良好，在本次出售光伏电站资产包交易完成后，爱康科技的子公司苏州
中康电力运营有限公司对资产包内的标的公司进行电站运营，能有效地降低公司
的担保风险。其中涉及关联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且在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应当回避表决。我们原则上同意该议案。提请董事会实时关
注上述被担保方的经营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申请对外担保额度 1,463,765 万元
（不包含本次审议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256.12%。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70,631.33 万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88,906.49 万元；其他对外担保余额为 312,427.42
万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34.84%。若包含
本次审议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申请对外担保额度为 1,486,76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260.15%。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
保事项，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
变化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