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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18-043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增 2018 年度融资担保预算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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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公司（“七台河发电公司”）、大唐海

林威虎山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海林威虎山风电公司”）、黑龙江龙唐电力

投资有限公司（“龙唐电力投资公司”）、大唐东宁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东

宁水电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10.54亿元（人

民币，下同）；本次担保发生前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

公司”）累计为七台河发电公司、海林威虎山风电公司、龙唐电力投资公司、

东宁水电公司合计担保数额约为0亿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约为269.43亿元。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九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和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

度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于2018年内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及联（合）营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金额不超过52.26亿元，主要用于子公司及联（合）营公司的生产

经营、项目建设及借款置换。 

鉴于公司于2018年4月完成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黑龙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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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安徽发电有限公司、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的资产交割工作，根据公司与中

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大唐安徽发电有限

公司、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单位作为

一方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委托贷款合同等融资合同，于标的股权交割日之后

应由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继续履行”；基于经营发展的需要及黑龙江公司过往

已签署的担保合同，拟在原2018年度融资担保预计额度的基础上，调增2018年度

融资担保预算额度约10.54亿元，主要为黑龙江公司对其子公司的融资提供的担

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接受担保企业名称 
计划担保额度 

（亿元） 

1 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8 

2 大唐海林威虎山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7 

3 黑龙江龙唐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135 

4 大唐东宁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9 

合计金额 10.535 

二、 被担保人情况 

1、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七台河发电公司于1995年10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约17.94亿元，经营范围

为电力供应、热力供应、火力发电、粉煤灰制品制造、淡水动植物养殖。总装机

容量190万千瓦。黑龙江公司持股60%，黑龙江辰能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40%。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七台河发电公司资产总额约为 38.23亿元,负债总

额约为 17.29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45.23%，营业收入约为 21.22亿元，利润总

额约为 1.99亿元。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七台河发电公司资产总额约为 38.68 亿元,负债总

额约为 17.30 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44.71%，营业收入约为 1.85 亿元，利润总

额约为 0.6亿元。 

2、大唐海林威虎山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海林威虎山风电公司于 2013 年 1 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0.2 亿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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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风力发电。黑龙江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唐黑龙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00%。目前该项目正处于基建期。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海林威虎山风电公司资产总额约为 0.34 亿元,负

债总额约为 0.14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41.67%。 

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海林威虎山风电公司资产总额约为 0.34 亿元,负债

总额约为 0.14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41.50%。 

3、黑龙江龙唐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龙唐电力投资公司于 2007 年 2 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约为 1.9 亿元。经营

范围为对电力、热力、节能环保项目的投资管理；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仓储(不

含危险品),轻质建筑材料,制造销售粉煤灰制品；供热、并网配套服务、管道工

程；电力物资、设备经销。黑龙江公司持股 100%。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龙唐电力投资公司资产总额约为 19.15 亿元,负债

总额约为 15.38 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80.31%，营业收入约为 8.06 亿元，利润

总额约为 1.18亿元。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龙唐电力投资公司资产总额约为 15.67 亿元,负债

总额约为 11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70.23%，营业收入约为 5.12亿元，利润总额

约为 1.25亿元。 

4、大唐东宁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东宁水电公司于 2011年 2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约为 1.19亿元。经营范围

为水电开发；电力生产经营、城市供水；水产养殖；库区游览。东升水电站项目

总装机容量 3.3万千瓦。黑龙江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唐黑龙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持股 100%。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东宁水电公司资产总额约为 6.28 亿元,负债总额

约为 5.03 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80%，营业收入约为 0.4 亿元，利润总额约为

0.0012亿元。 

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东宁水电公司资产总额约为 6.16亿元,负债总额约

为 4.97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 80.68%，营业收入约为 0.12亿元，利润总额约为

-0.06亿元。 

三、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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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借款本金、利

息、罚息、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 董事会意见 

于2018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该项议

案。董事会认为，上述计划被担保公司全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公司之子公

司，主要用于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及借款置换，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上述

担保计划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

意： 

1、在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 2018 年担保额度 52.26 亿元的基础

上，新增担保额度 10.54 亿元，用于 2018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公司对其所

属子公司七台河发电公司、海林威虎山风电公司、龙唐电力投资公司、东宁水电

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主要用于黑龙江公司所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项目

建设及借款置换； 

2、在 10.54 亿元额度范围内，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黑龙江公司所属子

公司的担保额度进行调整，如个别子公司担保额度超过已确定的计划额度，则另

行履行披露程序； 

3、在本额度范围内对未列入前述范围的其它子公司（不包括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的公司）提供担保，并按规定另行发布担保公告。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包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269.43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64.95%，均是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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