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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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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方：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电子”）、南京

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科技”）、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精机”）、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尼新能源”） 及广州康尼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康尼”） 

 担保额度： 

康尼机电提供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51,5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康尼电子 5,000.00 万元，康尼科技 8,000.00 万元，康尼精机 13,000.00

万元，康尼新能源 25,000.00 万元，广州康尼 500.00 万元。 

康尼科技提供的担保：为康尼环网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00万元的担保，

为康尼电气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担保。 

 被担保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承诺就上述担保事项向本公司同时提供反

担保。 

 本议案有效期自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尼机电”）下属全

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批准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康尼电子、康尼科技、康尼精机、康尼新能源及广州康尼 2021 年

度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融资租赁、开出保函、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



理融资等使用银行、融资租赁公司、保理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授信额度进行担保，

担保总额不超过 51,5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康尼电子 5,000.00 万元，康尼科

技 8,000.00 万元，康尼精机 13,000.00 万元，康尼新能源 25,000.00 万元，广州康

尼 500.00 万元；同意康尼科技分别为其控股子公司康尼环网、康尼电气 2021 年

度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融资租赁、开出保函、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

理融资、履约等使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授信额度进行担保，其中康尼环网

2,000.00 万元、康尼电气 1,000.00 万元；上述担保期限为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为子公司担保的 5.15 亿元额度范围内决定担保事项

并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授权各子公司董事长在履行决策程序后，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决定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并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由于康尼新能源及康尼环网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因此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02 月 0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6713059646 

法定代表人：王亚东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住所：南京鼓楼区古平岗 4 号 

经营范围：软件及网络信息系统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与销售；电子产

品及配件、通讯设备、轨道及公共交通专用器材、机电设备、仪器仪表、自动控

制系统设计、制造（限取得审批的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安装与技术服务；计

算机应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康尼电子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资产为

89,554.33 万元，净资产为 65,754.75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5,383.70 万

元、归康尼电子母公司净利润 25,202.30 万元，资产负债率 26.58%。 



2、南京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4 月 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660651423D 

法定代表人：唐卫华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11 号 

经营范围：轨道车辆电连接器、仪器仪表电连接器及各类机电设备、教学仪

器仪表、高低压电器及成套设备、中低压环网设备、电力自动化、机电产品、电

子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技术

培训；电力系统自动化工程承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及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62.5%的股权，易科电子持有其 22%的股权，马涛等

7 位自然人持有其 15.5%的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康尼科技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资产为

20,604.82 万元，净资产 8,127.29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301.46 万元、

归科技实业母公司净利润 926.60 万元，资产负债率 60.56%。 

3、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01 月 3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302702294D 

法定代表人：高文明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路 1 号 

经营范围：精密数控机床、精密锻件及机械零部件、计算机软硬件、机、电

及一体化装备研发、制造、销售与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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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其 62.20%的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康尼精机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资产为

25,030.26万元，净资产为 9,247.86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191.24万元、

归康尼精机母公司净利润 295.23 万元，资产负债率 63.05%。 



4、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02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302655598L 

法定代表人：胡国民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 11 号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汽车充电设备设计、制造、销售、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培训；汽车软件开发、技术服务；道路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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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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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其 63.12%的股权，象山易科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持有其

18.66%的股权，朱恺等 9 位自然人持有其 18.22%的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康尼新能源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资产为

29,398.50万元，净资产为 2,237.31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005.38万元、

净利润-2,958.88 万元，资产负债率 92.39%。 

5、广州康尼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08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XNY14T 

法定代表人：毕光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石龙岗路 20 号三栋 101 

经营范围：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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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广州康尼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资产为 1,067.42

万元，净资产为 501.24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72.47 万元、净利润 90.01

万元，资产负债率 53.04%。 

6、南京康尼环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1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698393394F 



法定代表人：唐卫华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11 号 

经营范围：高低压电器及成套设备、电力自动化产品、机电产品、仪器仪表、

电子产品、教学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软

件开发；电力系统工程自动化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康尼科技持有其 51%的股权，周喜章等 18 位自然人持有其 49%

的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康尼环网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资产为 8,067.74

万元，净资产为 2,103.91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226.90 万元、净利润

102.89 万元，资产负债率 73.92%。 

7、南京康尼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10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MA1RACU01P 

法定代表人：唐卫华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11 号 

经营范围：电气技术及相关产品、新能源设备、轨道交通设备研发、生产、

销售、租赁、维修、技术服务、自动化系统集成；软件技术研发、销售；商务信

息咨询；面向成年人开展的培训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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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康尼科技持有其 55%的股权，马涛等 10 位自然人持有其 45%的

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康尼电气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总资产为 2,328.49

万元，净资产为 1,081.23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44.79 万元、净利润

74.36 万元，资产负债率 53.57%。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1 年对外担保额度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及长远发展，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康尼电子及控股子公司康尼科技、康尼精机、

康尼新能源及广州康尼提供合计不超过 51,500.00 万元的担保；同意康尼科技为

康尼环网提供的总额不超过 2,000.00 万元，为康尼电气提供的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银行授信等提供不

超过 51,500.00 万元的担保、康尼科技为康尼环网不超过 2,000.00 万元，为康尼

电气提供的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担保是根据全资、控股子公司在其日常运

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而作出的决策，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未损

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本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规章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独

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子公司申请和使用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以及康尼科技为康

尼环网、康尼电气提供担保。本次担保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2,629.0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4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逾期

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