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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50            证券简称: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2021-009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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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石家庄科林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科林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石家庄泰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恒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石

家庄科林智控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科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科林云能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不超过等值

人民币20亿元，截至2020年4月15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41,872.80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子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张，为满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业务

发展资金需求，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部分子公司（具体包括：石家庄科林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科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石家庄泰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恒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科林智控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科林物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和石家庄科林云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 20 亿元（担保额度为敞口概念）。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尚未到期或可能

发生的金融机构贷款、信用证及其项下融资、承兑汇票、保函、保理、再保理、

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应收账款收益权到期兑付、转让的应收账款回购、履约担

保、信托贷款、信托计划、资产证券化、股权基金融资、结构化融资、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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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专项理财计划、以自有资产抵押为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等，在总

额度范围内可根据各子公司经营情况调剂使用,担保有效期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本担保对象及担保额度根据各子公司实际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确定，拟对各

子公司担保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计划担保对象 计划担保额度 

石家庄科林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5 

石家庄科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 

石家庄泰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 

石家庄科林恒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5 

石家庄科林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0.5 

石家庄科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0.5 

石家庄科林云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5 

合计 20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经董事会 7 名董事

现场表决，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部分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前述担保事项。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担保事项

须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业务，

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上述经股东大会核定之后的担保额度

范围内，公司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事项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石家庄科林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6月 27日 

注册资本：50,008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成锁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红旗大街南降壁路段 

主营业务：高低压开关柜成套设备、户内外高压断路器、负荷开关、环网柜、

环网箱（箱式开闭所）、变压器（干式、油浸式、非晶合金）、箱式变电站、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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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台成套化设备、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负荷开关、一二

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10KV柱上真空断路器自动化成套设备、10KV 柱上真空负

荷开关自动化成套设备、10KV SF6全绝缘断路器柜自动化成套设备、10KV真空断

路器柜自动化成套设备、组合互感器、电子/电磁式互感器传感器、配电网电气设

备、变电站自动化设备、发电站自动化设备、电网调度自动化设备、轨道交通电

气设备、水利发电设备、仪器仪表、费控设备、交直流电源设备、一体化电源设

备、电力自动化设备、逆变器、太阳能电池片组件、充电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视频监控系统、能效管理系统、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光伏发电系统及监控运

营管理系统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太阳能、风力发电及售电；电力工程勘察、

设计、总承包；电力技术咨询；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四级）；国内建筑劳务

分包；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石家庄科林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28，773.03

万元，所有者权益 58,973.6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99.30 万

元，资产负债率 54.20%。 

（二）石家庄科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12月 23日 

注册资本：1,208 万元 

法定代表人：任月吉 

住所：石家庄市红旗大街南降壁路段 

经营范围：电力工程勘察、设计、总承包（凭资质证按核准范围经营）；电力

工程安装、施工及项目管理的相关技术与管理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国内劳

务派遣（凭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石家庄科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7,280.83

万元，所有者权益 1,766.2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76.81 万元，

资产负债率 75.74%。 

（三）石家庄泰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月 14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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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高军利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东营北街村 

主营业务：箱式变电站、组合互感器、电子/电磁式互感器传感器、型材结构

件、箱体（控制台、机箱、机柜）、高低压开关柜成套设备、户内外高压断路器、

负荷开关、环网柜、环网箱（箱式开闭所）、变压器（干式、油浸式、非晶合金）、

配电变台成套化设备、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负荷开关、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10kV柱上真空断路器自动化成套设备、10kV柱上真

空负荷开关自动化成套设备、10kV SF6全绝缘断路器柜自动化成套设备、10kV真

空断路器柜自动化成套设备、配电网电气设备、变电站自动化设备、发电站自动

化设备、电网调度自动化设备、轨道交通电气设备、水力发电设备、仪器仪表、

费控设备、交直流电源设备、一体化电源设备、电力自动化设备、逆变器、太阳

能电池片组件、充电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视频监控系统、能效管理系统、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光伏发电系统及监控运营管理系统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

太阳能、风力发电及售电；电力工程勘察、设计、总承包；电力技术咨询；承装

（修、试）电力设施（四级）；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石家庄泰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483.46

万元，所有者权益 990.1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88 万元，资产

负债率 33.26%。 

（四）石家庄科林恒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2月 20日 

注册资本：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志鹏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红旗大街南延路南降壁路段 

主营业务：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的生产；

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电气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产品、金属制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恒昇电子 100%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36.53 万

元，所有者权益 63.7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6.27万元，资产负

债率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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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家庄科林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3月 8日 

注册资本：543.4782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吕燕石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东营北街村 

主营业务：电力检测设备及软件、电力监测设备及软件、智能办公设备、智

能柜台、智能票据管理软件、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

冶金专用设备、矿山机械、建筑施工及市政公共工程用机械、石油专用开采设备、

天然气专用开采设备、炼油生产专用设备、化学工业生产专用设备、变频器、工

业自动化系统及设备、非标智能执照设备、非标智能检测设备、工业机器人及零

部件的生产、销售、安装、维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计算机网络设备、安防设备、监控设备、通讯设备（地面卫星接受设施除外）的

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综合布线技术服务；安防工程设计、施工；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石家庄科林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55.20%的股权。石家庄科

林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为吕燕石（持股比例 19.78%）、韩丽花（持股比例

10.12%）、李永辉（持股比例 8%）、孟广民（持股比例 4.14%）、赵东杰（持股比例

1.38%）、罗丹（持股比例 1.38%）。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404.62 万

元，所有者权益 134.1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61 万元，资产

负债率 66.84%。 

（六）石家庄科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月 7日 

注册资本：111.11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春海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东营北街村 

主营业务：物联网、工业自动化设备的技术研发、咨询、转让、服务；物联

网通信、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的生产、销售、

安装、维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设备安装与维护；智能控制系统设

备的设计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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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石家庄科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54.00%的股权。石家庄

科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为陈贺（持股比例 21.60%）、李春海（持股比例

7.20%）、翟志国（持股比例 7.20%）、石家庄汇林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比例 10.00%）。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125.16

万元，所有者权益 846.6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1.80 万元，资

产负债率 24.75%。 

（七）石家庄科林云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月 14日 

注册资本：111.11 万元 

法定代表人：常生强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东营北街村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研发、咨询、转让、销售、服务；计算机系

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网站的设计与运营；网络设备安装与维护；智能控制系

统设备的设计与安装；仪器仪表的生产、销售、安装、维修；变电站/配电室自动

化系统、水利发电自动化系统、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节能环保监测、四表集抄服

务、微电网业务、智慧园区能源管控系统、园区配电监控及托管运维服务、光伏

与风力发电监控运维服务、电动汽车充电桩运营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石家庄科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54.00%的股权。石家庄

科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为陈贺（持股比例 21.60%）、常生强（持股比例

14.40%）、石家庄汇林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10.00%）。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001.12

万元，所有者权益 885.4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2.30 万元，资

产负债率 11.5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存量未到期担保除外）。在相关协议签署前，

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金融机构的要求在该担保总额范围内办理对

外担保事宜，签约时间、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事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担

保方式：保证（一般保证或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等；担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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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自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满之日起五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以框架性担保议案

的形式对企业内部担保情况作出预计，并按相关审议程序进行审议，既兼顾了公司实

际发展、经营决策的高效要求，又满足了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的规定，有利于公司长远

健康发展。鉴于本次担保议案中，担保人和被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

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外担保，所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风险均在

可控范围，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体风

险可控。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子公司高效、顺畅地筹集资

金，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

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对子公司全年担保做出预计，并按相关审议程序进行审

议，既兼顾了公司实际发展、经营决策的高效要求，又满足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过认真审核，我们认为：公司计划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

人民币 20亿元的担保能有助于子公司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公司整

体经济效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

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20亿元的担保额度申请。 

七、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41,872.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4.38%。

不存在合并报表范围以外的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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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