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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34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所属子公司担保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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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的所

属子公司，包括：宁夏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星风电”）、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星能源”）、中卫宁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卫宁电”）、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仪风

电”）、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善银星风电”）、宁

夏六盘山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盘山铁路”）、宁夏意科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夏意科”）、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洼煤业”）

和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天净”）。 

本次担保金额：截至 2019 年末，宁夏能源及其所属子公司担保余额不超过

人民币 29.62亿元。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人民币 128.72亿元；宁夏能源

累计担保余额人民币 28.82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本次担保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宁夏能源 70.82%的股权。为

确保宁夏能源及其所属子公司到期债务的顺利接续及项目建设的有序开展，宁夏

能源及其所属子公司在 2019 年拟对到期担保借款办理偿还或接续担保，并拟新

增担保人民币 2.3 亿元用于保障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需求，至



 2 

2019年末宁夏能源及其所属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9.62亿元。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19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9 年度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有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2．本次担保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银星能源 

公司名称：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611.8997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原 

注册地点：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166 号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其相关产业的建设与运营管理；电力工

程施工总承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新能源产品附件的设计、制造、

销售、安装、检修服务；机械加工；其它机电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服务、

成套；进出口业务；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保洁服务；房屋、场地、机械设备、

汽车的租赁。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宁夏能源 70.82%的股权，银星能源系宁夏能源

的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银星能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

民币 975,029.83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711,388.42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63,641.41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119,489.00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5,241.62 万元。 

（二）中卫宁电 

公司名称：中卫宁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7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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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山羊场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电力销售（凭许可证经营）；实业投资（向电力、

建筑业、制造业、农业、交通运业、居民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

及投资项目管理。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宁夏能源 70.82%的股权，中卫宁电系宁夏能源

的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卫宁电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

民币 18,492.03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3,598.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4,894.03

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2,791.8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623.85 万元。 

（三）银仪风电 

公司名称：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4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正科 

公司住所：银川市黄河东路路北 620号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及其相关产业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宁夏能源 70.82%的股权，银星能源系宁夏能源

的控股子公司，银仪风电系银星能源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银仪风电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

民币 117,746.82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88,003.74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9,743.09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16,659.75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934.80万元。 

（四）阿拉善银星风电 

公司名称：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冬青 

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巴音朝格图嘎查十

三道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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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新能源电力

的生产和销售；从事新能源设备检修运行、维护以及设计、安装、调试；新能源

及其相关产业的培训和咨询工作。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宁夏能源 70.82%的股权，银星能源系宁夏能源

的控股子公司，阿拉善银星风电系银星能源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阿拉善银星风电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人民币 68,874.63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9,535.26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9,339.37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9,077.24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109.72万元。 

（五）银星风电 

公司名称：宁夏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7,86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建忠 

公司住所：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西路 1号 

经营范围：组装和生产风力发电机组、相关产品和部件，包括销售自产和组

装产品；在风力发电机组应用领域进行组装、工程设计、土建和安装活动；售后

服务和提供与风场的设计、建设和运营有关的咨询服务；风光发电场设备大部件

更换、运维、检修、吊装；新能源风光发电站工程建设、EPC；小型离网工程、

应用工程、分布式光伏电站、屋顶工程设计、建设；房屋租赁；35KV 以下电力

试验等。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宁夏能源 70.82%的股权，银星能源系宁夏能源

的控股子公司，银星风电系银星能源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银星风电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

民币 17,518.36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0,949.76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431.40

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4,552.62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25.99 万元。 

（六）六盘山铁路 

公司名称：宁夏六盘山铁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5,6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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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海瑞 

公司住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 663号 

经营范围：固原至王洼铁路项目建设、铁路货物运输、其他铁路运输辅助活

动；煤炭销售；物流园区开发建设营运；仓储（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除外）；

搬运装卸、物流配送。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宁夏能源 70.82%的股权，六盘山铁路系宁夏能

源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六盘山铁路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人民币 196,079.98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40,343.99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5,735.99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17,564.49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463.24万元。 

（七）宁夏意科 

公司名称：宁夏意科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9,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建华 

公司住所：盐池县高沙窝镇高沙窝村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站的建设，运营管理，设备安装，检修，维护。电力设

备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新能源、新材料的设计研发；电力物资经

销；对电力行业、设施农业进行投资；设施农业开发及本企业生产农产品的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宁夏能源 70.82%的股权，宁夏意科系宁夏能源

的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宁夏意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

币 18,942.77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7,637.65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8,694.78

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2,779.6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98 万元。 

（八）王洼煤业 

公司名称：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5,2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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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范天元 

公司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彭阳县王洼镇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煤炭装卸。煤炭开采、医疗、安

全培训。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宁夏能源 70.82%的股权，王洼煤业系宁夏能源

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王洼煤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

民币 630,902.62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38,846.08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92,056.54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199,719.29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48,822.22万元。 

（九）宁夏天净 

公司名称：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4,83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正科 

公司住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 459 号办公楼 13层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及相关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宁夏能源的 70.82%的股权，银星能源持有宁夏

天净 50%的股权，但不纳入合并范围。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宁夏天净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

民币 10,029.3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5,205.75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4,823.60

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2,024.4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3.75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具体担保协议尚需与相关债权人协商确定后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分别签订。 

四、董事会意见 

1.为确保宁夏能源及其所属子公司到期债务顺利接续及项目建设有序开展，

拟同意宁夏能源及其所属子公司的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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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夏能源及其所属子公司担保事项，未与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符合相关规定。 

3. 被担保人均系宁夏能源附属公司，可以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宁夏能源对外担保（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

额人民币 0.12 亿元，占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17%；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余额人民币 28.7亿元，占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61%；累计担保总额为

人民币 28.82亿元，占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77%。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0.12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2%；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余额人民币 128.6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00%；累计担保总

额人民币 128.7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02%。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28日 

 

 

备查文件：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