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105       证券简称：芯能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2-006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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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 

 2022年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0万元，包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以及全资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36,000.85万

元。全部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需求，公司于 2022年 4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 2022 年度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的

融资担保，担保预计额度具体分配如下： 

序

号 
预计担保对象 与本公司关系 

预计担保

金额 

（万元） 

资产负债率

是否超过

70% 

1 桐乡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32,000  否 

2 海宁茂隆微电网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32,000  否 



3 温岭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15,000  否 

4 绍兴上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10,000  否 

5 湖州市科洁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9,000 否 

6 三门智睿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7,000 否 

7 嘉兴能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6,000 否 

8 绍兴上虞智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6,000 否 

9 海宁日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6,000 否 

10 嘉兴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4,000 否 

11 嘉善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5,000 否 

12 嘉兴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4,000 否 

13 绍兴上虞朝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4,000 否 

14 海宁智博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4,000 否 

15 临海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4,000 否 

16 台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6,000 否 

17 桐乡智逸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5,000 否 

18 三门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5,000 否 

19 德清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3,000 否 

20 杭州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3,000 否 

21 岱山芯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3,000 否 

22 海盐智胜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3,000 否 

23 台州智睿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2,000 否 

24 平湖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2,000 否 

25 湖州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5,000 否 

26 嘉兴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15,000 是 

合

计 
预计担保总额度 200,000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的担保主体包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为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全资子公司互相之间提供融资担保的总额度。公司可



以在上述范围内，在不同全资子公司之间相互调剂使用预计担保额度，包括担保

总额超过净资产 50%的部分。如在担保有效期内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对新设立的或被收购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

担保额度范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调剂范围包括资产负债率超 70%的全资子公

司。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桐乡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2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桐乡经济开发区凤栖中路 110 号 2幢 203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供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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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机动车充电销售；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

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池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广告设计、代理；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桐乡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7,934.71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3,403.93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6,441.05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18,724.74 万元；资产净额为 14,530.78 万元；营业收入为 5,457.46

万元；净利润为 2,635.83 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桐乡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7,407.77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2,796.41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4,851.39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9,352.30 万元；资产净额为 14,611.36 万元；营业收入为 910.29万

元；净利润为 80.5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海宁茂隆微电网技术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皮都路 9号 2幢 303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微电网技术的信息咨询；太阳能微电网系统工程的设计、

施工及维护服务（以上涉及资质的，均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太阳能硅片、太

阳能电池片、太阳能控制设备及组件批发；太阳能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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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海宁茂隆微电网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5,690.3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1,754.27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1,023.67 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为 12,505.84 万元；资产净额为 13,936.12 万元；营业收入为

5,169.08万元；净利润 1,726.48为万元。 

截至 2022年 3 月 31日，海宁茂隆微电网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5,767.50

万元；负债总额为 21,643.94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1,023.29 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为 12,434.10 万元；资产净额为 14,123.56万元；营业收入为 940.97

万元；净利润为 187.4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温岭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石塘镇上马工业区朝阳路 3号 

经营范围：光伏设备及元器件研发、制造、销售；太阳能发电；能源科学技

术、光电一体化技术研发；电力工程设计；电力工程施工与发电机组设备安装；

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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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温岭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568.13 万

元；负债总额为 7,964.03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6,007.03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为 2,986.66万元；资产净额为 6,604.10 万元；营业收入为 2,109.08 万元；

净利润为 549.91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温岭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394.17 万

元；负债总额为 7,772.92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5,584.87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3,253.58 万元；资产净额为 6,621.26 万元；营业收入为 396.77 万元；

净利润为 17.1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绍兴上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琴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镇东工业区办公区 202 室 

经营范围：项目装机容量 6MW以下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运行维护

及其信息和技术的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太阳能微电网系统工程设计、

施工及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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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绍兴上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3,189.32

万元；负债总额为 7,306.98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6,266.45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1,946.33 万元；资产净额为 5,882.34 万元；营业收入为 2,361.97

万元；净利润为 748.01 万元。 

截至 2022年 3 月 31日，绍兴上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3,019.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7,090.14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6,256.33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1,486.69 万元；资产净额为 5,929.48 万元；营业收入为 405.96 万

元；净利润为 47.1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湖州市科洁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琴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高新区湖织大道 3009-3号三厂配电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分布式光伏电站发电；太阳能分布式发电站项目投资、施

工；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批发；光伏发电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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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湖州市科洁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1,269.24 万元，负债总额为 7,837.08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5,301.3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666.36万元；资产净额为 3,432.16万元；营业收入为

1,167.41万元，净利润为 25.75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湖州市科洁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1,108.20

万元，负债总额为 7,763.31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5,303.47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1,686.51 万元；资产净额为 3,344.89 万元；营业收入为 191.21 万

元，净利润为-87.2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六）三门智睿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三门县浦坝港镇海天大道 11号 

经营范围：分布式光伏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设计、建设；太

阳能发电系统设计、维护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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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三门智睿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163.94 万

元；负债总额为 5,835.8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3,477.25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2,365.61 万元；资产净额为 3,328.09 万元；营业收入为 1,538.32 万

元；净利润为 514.26 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三门智睿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052.90万元；

负债总额为 5,658.40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3,477.25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2,393.44 元；资产净额为 3,394.49 万元；营业收入为 290.63 万元；净利

润为 66.4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七）嘉兴能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桐乡市梧桐街道凤栖中路 110 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级、半导体级硅料、硅锭、硅片、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开发、

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的项目开发、运行维护及其技术的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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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嘉兴能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1,285.01

万元；负债总额为 5,749.1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557.61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5,132.01 万元；资产净额为 5,535.86 万元；营业收入为 9,942.90 万

元；净利润为-617.78 万元。 

截至 2022年 3 月 31日，嘉兴能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8,789.08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3,389.80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562.00 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12,899.26 万元；资产净额为 5,399.28 万元；营业收入为 2,366.44万

元；净利润为-136.5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八）绍兴上虞智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汇精路 

经营范围：项目装机容量 6MW以下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运行维护及

其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太阳能微电网系统工程设计、施工

及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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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绍兴上虞智恒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465.31

万元；负债总额为 6,259.3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289.30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4,996.27 万元；资产净额为 3,205.95 万元；营业收入为 1,406.27

万元；净利润为 463.73 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绍兴上虞智恒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583.56

万元；负债总额为 6,364.12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5,037.03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681.85 万元；资产净额为 3,219.44 万元；营业收入为 235.05 万元；

净利润为 13.4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九）海宁日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杭平路 18号 1 号楼 203(自

主申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运行维护及其信息和技术的咨询服

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太阳能微电网系统工程设计施工及维护服务；从事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多

晶硅和单晶硅材料制品、光伏电池片、太阳能组件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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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宁日力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324.46 万

元；负债总额为 4,609.09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4,496.98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641.11万元；资产净额为 2,715.37 万元；营业收入为 1,013.17 万元；

净利润为 210.54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海宁日力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313.37万元；

负债总额为 4,655.74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4,496.93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730.88 万元；资产净额为 2,657.63 万元；营业收入为 136.41 万元；净利

润为-57.7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嘉兴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3,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琴 

注册地址：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梅东路东侧、友谊路南侧 18 号创业中心大

楼六楼东侧 



经营范围：太阳能分布式发电项目的建设、运行、维护；太阳能光伏发电设

备批发；光伏发电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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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嘉兴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030.42 万

元；负债总额为 3,485.17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3,180.59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645.26 万元；资产净额为 2,545.25 万元；营业收入为 860.66 万元；

净利润为 357.89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嘉兴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113.73万元；

负债总额为 3,610.6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3,071.17为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879.10 万元；资产净额为 2,503.08 万元；营业收入为 160.29 万元；净利

润为-42.1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一）嘉善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魏塘街道南星路 33号办公楼 101 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行维护及相关信息与技术

咨询；太阳能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控制设备及组件批发；太阳能系统工

程设计、施工及维护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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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嘉善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641.35 万

元；负债总额为 3,299.78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504.87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1,095.50 万元；资产净额 2,341.57 为万元；营业收入为 671.87 万元；

净利润为 144.75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嘉善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657.95万元；

负债总额为 3,317.94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504.87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1,213.85 万元；资产净额为 2,340.01 万元；营业收入为 139.93 万元；净

利润为-1.5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二）嘉兴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2,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嘉兴市华天国贸广场 1-3幢 103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行维护、信息与技术咨询；

太阳能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控制设备及组件批发；太阳能系统工程设计、

施工及维护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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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嘉兴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241.93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667.94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925.38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920.22 万元；资产净额为 2,573.99 万元；营业收入为 929.11 万元；

净利润为 415.78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嘉兴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165.51万元；

负债总额为 2,564.3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870.88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896.37 万元；资产净额为 2,601.16 万元；营业收入为 164.29 万元；净利

润为 27.1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三）绍兴上虞朝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镇东工业区办公区 203 室 

经营范围：项目装机容量 6MW以下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运行维护

及其信息和技术的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太阳能微电网系统工程设计、

施工及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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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绍兴上虞朝晟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018.9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773.52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861.56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2,773.52 万元；资产净额为 2,245.47 万元；营业收入为 876.67 万元；

净利润为 330.89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绍兴上虞朝晟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883.6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97.50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861.56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2,597.50 万元；资产净额为 2,286.18 万元；营业收入为 144.77 万元；

净利润为 40.7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四）海宁智博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3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皮都路 9号北大楼 101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分布式光伏电站发电；太阳能分布式电站项目的建设、维

护；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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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宁智博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344.54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653.62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057.31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866.52 万元；资产净额为 1,690.92 元；营业收入为 850.18 万元；净

利润为 332.67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海宁智博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354.16万元；

负债总额为 2,649.31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057.31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980.18 万元；资产净额为 1,704.85 万元；营业收入为 137.74 万元；净利

润为 13.9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五）临海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头门港新区北洋三路 3 号 1 幢 107 室(自主

申报 仅作为企业通讯联络功能使用) 

经营范围：太阳能分布式光伏发电，太阳能分布式发电站项目投资，太阳能

光伏发电设备销售及安装，光伏发电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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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临海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259.50 万

元；负债总额为 3,575.79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914.78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1,213.69 万元；资产净额为 1,683.72 万元；营业收入为 871.44 万元；

净利润为 261.40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临海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195.09万元；

负债总额为 3,501.89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914.78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1,208.75 万元；资产净额为 1,693.20 万元；营业收入为 159.65 万元；净

利润为 9.4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六）台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琴 

注册地址：台州市路桥区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富海大道 1号 302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能源科学技术研究服务，光电一体化技术研发，电

力工程设计服务，电力工程施工与发电机组设备安装，太阳能光伏设备销售，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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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台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679.15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978.93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905.32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474.35 万元；资产净额为 1,700.22 万元；营业收入为 659.84 万元；

净利润为 44.11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台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649.12万元；

负债总额为 2,947.89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805.13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543.49 万元；资产净额为 1,701.24 万元；营业收入为 161.17 万元；净利

润为 1.0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七）桐乡智逸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经济开发区三期(嘉兴市倍思特家具制造有

限公司内)1幢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分布式光伏电站

发电；太阳能分布式电站项目建设、维护；光伏发电系统、光伏发电设备的批发；

光伏发电技术咨询；广告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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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桐乡智逸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340.70 万

元；负债总额为 3,695.94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370.35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1,948.03 万元；资产净额为 1,644.76 万元；营业收入为 595.28 万元；

净利润为 374.83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桐乡智逸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563.15万元；

负债总额为 3,905.21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370.35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2,165.62 万元；资产净额为 1,657.94 万元；营业收入为 133.68 万元；净

利润为 13.1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八）三门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琴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浦坝港镇沿海工业城兴港大道(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分布式光伏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设计、建设；太

阳能发电系统设计、维护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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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三门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947.55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867.71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175.38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803.56 万元；资产净额为 2,079.84 万元；营业收入为 458.93 万元；

净利润为 34.12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三门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697.40万元；

负债总额为 3,253.1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3,008.08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322.95 万元；资产净额为 2,444.26 万元；营业收入为 106.40 万元；净利

润为-15.5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九）德清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琴 

注册地址：莫干山高新区（德清县阜溪街道）长虹东街 926号 1幢 

经营范围：分布式光伏发电，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设计、建设，分

布式发电系统设计、维护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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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德清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302.48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357.63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543.00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1,025.05 万元；资产净额为 1,944.85 万元；营业收入为 732.62 万元；

净利润为 316.08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德清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319.42万元；

负债总额为 2,368.59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543.00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1,106.14 万元；资产净额为 1,950.84 万元；营业收入为 125.90 万元；净

利润为 5.9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十）杭州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琴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高新八路 101

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分布式发电站项目开发、建设、维护；太阳能光伏发电设

备批发；光伏发电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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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380.42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676.64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228.17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750.11 万元；资产净额为 1,703.77 万元；营业收入为 530.90 万元；

净利润为 241.23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杭州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302.41万元；

负债总额为 2,611.32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150.99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761.71 万元；资产净额为 1,691.09 万元；营业收入为 104.83 万元；净利

润为-12.6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十一）岱山芯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东沙镇工升路 174号 5幢 307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分布式光伏电站发电；太阳能分布式发电站项目投资、建

设；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批发；光伏发电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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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岱山芯创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684.96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095.62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089.41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292.61 万元；资产净额为 1,589.34 万元；营业收入为 639.14 万元；

净利润为 196.64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岱山芯创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642.80万元；

负债总额为 2,042.72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017.81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311.31 万元；资产净额为 1,600.08 万元；营业收入为 120.48 万元；净利

润为 10.7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十二）海盐智胜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秦山街道核电大道 118号内办公楼 1-501 



经营范围：太阳能分布式光伏电站发电；太阳能分布式电站项目的建设、维

护；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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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盐智胜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759.63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733.16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487.89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410.59 万元；资产净额为 1,026.48 万元；营业收入为 274.08 万元；

净利润为 70.02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海盐智胜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756.51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57.17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487.89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489.70 万元；资产净额为 999.34万元；营业收入为 54.47万元；净利润为

-27.1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十三）台州智睿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花园新村 13号楼 402室（仅限办公）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能源科学技术研究服务，光电一体化技术研发，电

力工程设计服务，电力工程施工与发电机组设备安装，太阳能光伏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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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台州智睿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902.80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321.89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230.03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383.39 万元；资产净额为 1,580.91 万元；营业收入为 538.99 万元；

净利润为 176.02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台州智睿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200.08万元；

负债总额为 2,607.76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2,193.97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754.41 万元；资产净额为 1,592.32 万元；营业收入为 121.47 万元；净利

润 11.4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十四）平湖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琴 

注册地址：平湖市曹桥街道曹桥南路 102-110号南幢内一层 106 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分布式光伏发电；太阳能分布式发电站项目建设；太阳能

光伏发电设备批发；光伏发电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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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平湖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087.72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724.53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377.38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561.65 万元；资产净额为 1,363.19 万元；营业收入为 482.48 万元，

净利润为 183.17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平湖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088.04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06.9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1,377.38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621.95 万元；资产净额为 1,381.09 万元；营业收入为 106.28 万元，净利

润为 17.9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十五）湖州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利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雉头村镇西湖盐公路北侧(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太阳能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

销售；光伏发电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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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湖州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908.93 万

元；负债总额为 4,394.13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4,064.67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738.06 万元；资产净额为 2,514.80 万元；营业收入为 329.93 万元；

净利润为-58.64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湖州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505.42万元；

负债总额为 4,053.90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4,028.84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523.42 万元；资产净额为 2,451.52 万元；营业收入为 112.77 万元；净利

润为-63.2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十六）嘉兴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钱鹏飞 

注册地址：企业地址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新科路 479 号 1幢 306

室 

经营范围：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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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充电桩销售；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

件批发；通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嘉兴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5,438.15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1,011.9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4,812.93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6,959.14 万元；资产净额为 4,426.20 万元；营业收入为 2,032.38

万元；净利润为-69.81 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嘉兴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6,191.98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0,657.02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6,586.73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 5,253.37 万元；资产净额为 5,534.96 万元；营业收入为 4,098.55

万元；净利润为 158.7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

范围内与银行或相关金融机构协商后确定，以实际融资时签署的相关合同内容为

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 2022 年日

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长远发展战略。在综合

考虑公司整体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以及年内贷款资金需要，秉持“合理调配、有

效使用”的原则，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对各被担保主体提供的担保额度进行合

理调剂，有利于被担保全资子公司及时获得流动资金贷款等多种形式的融资，符

合公司整体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2022 年公司拟对外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200,000 万元，是在

保障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

和长远发展战略。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

好，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对外担保全部为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72,184.85 万元（此处担保总额为已批准的担保额

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69.20%；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提供的担保

总额 272,184.85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69.20%，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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