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 600105                 证券简称: 永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79 

债券代码：110058                 债券简称：永鼎转债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申请年度银行授信提供担保预计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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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鼎泰富”）、苏州

新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新材料”）、江苏永鼎欣益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欣益”）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 

1、本次为永鼎泰富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为 60,000 万元，本公司已实

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 102,992.62 万元人民币； 

2、本次为苏州新材料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为 1,500 万元，本公司已

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 3,500 万元人民币； 

3、本次为江苏欣益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为 1,000 万元，本公司已实

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 1,000万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公司为苏州新材料、江苏欣益提供的担保，超

持股比例担保部分有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收到银行函件，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进出

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永鼎泰富向中国进出

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申请 60,000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苏州新材料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申请 1,500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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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签署《最高额保

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苏欣益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申请 1,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同意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 62,5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9年 3月 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临

时会议及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9 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9-015、临 2019-023、临 2019-035、

临 2019-06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吴江区黎里镇汾湖大道 558号 

法定代表人:朱其珍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输、变、配电设备研发、销售、安装、调试及服务（电

力设施除外）；电气成套设备、通讯设备研发、销售、安装、调试及服务；电气工程；

通讯工程专业承包；金属材料的销售；建筑业、工程勘察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永鼎泰富资产总额为 63,937.2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056.55 万元 ,资产净额为 29,880.74 万元。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60,656.92万元,净利润为 7,441.43 万元(经审计)。 

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 51% ,严炜 16.67%,宋德明 7%,许峥 6.33%，徐功胜 5%,

穆茂武 5%, 曹一欢 5%，淦贵生 4%。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被担保人名称：苏州新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号生物纳米园 C18栋 

法定代表人: 蔡渊 

注册资本: 14,285.7143万元 

经营范围: 研发、加工生产、销售：高温超导线（带）材、薄膜、高性能金属复

合功能材料、超导磁体、检验检测设备、超导设备；化工产品的研究、销售；以上相



 3 

关产品技术咨询服务及检验检测服务；会展服务；实业投资；从事生产所需设备的进

口业务和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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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苏州新材料资产总额为 4,826.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76.63万元,资产净额为 2,249.89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489.45 万元,

净利润为-1,297.21万元(经审计)。 

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 50.4%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新创投”）19.6%，邹蕾 21%、古宏伟 4%、肖益平 5%；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 

3、被担保人名称：江苏永鼎欣益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吴江区黎里镇越秀路 888号 

法定代表人: 路庆海 

注册资本: 10,500万元 

经营范围: 移动通信设备、仪器仪表、网络检测设备生产、销售；铁塔和通信设

备的租赁、销售；移动通信领域的技术研究、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电子

元器件、机械设备、电工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计算机系统及网络优

化技术服务；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工程安装和技术咨询服务；通信基础设施租赁；

建筑智能化工程安装和技术咨询服务；通信管线工程安装和技术咨询服务；停车场系

统研发及充电桩产品的销售和安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和广告业务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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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江苏欣益资产总额为 3,146.57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82.68 万元,资产净额为 563.89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376.2万元,净

利润为-363.87万元(经审计)。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数码通 85% , 路庆海 10%，蒲晓辉 5%；股

东路庆海目前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收购江苏欣益前曾任永鼎集团副总经理；

股东蒲晓辉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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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 

担保范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和支付的所有债

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融资款项或其他应付款项、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

约定利息、逾期利息及罚息）、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及其他费用、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

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服务”到期日应付或其

它情况下成为应付）。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担保的每笔“主合同” 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自每笔“主合

同”项下的“被担保债务”到期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

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

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

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券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

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本合同所称“到期”、

“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

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

确定期间同时到期。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权机构

提出的任何主张。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

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3、保证人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 

担保范围： 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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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

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第二条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

日起两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

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由于本年度拟对永鼎泰富提供担保金额巨大，永鼎泰富其余

自然人股东没有能力提供担保或反担保。而永鼎泰富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处于

正常的发展阶段，各方面运作正常，为满足其业务经营，本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支

持，有利于永鼎泰富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永鼎泰富财务状况稳定，资

信良好，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本次向银行申请贷款主要用于海外 EPC项目相关保函

的开具、用于履行海外 EPC合同所需的为支付采购设备款而开具的信用证以及远期结

售汇，目前正在履行的海外 EPC 工程项目资金来源有保障，加之永鼎泰富的董事长、

总经理、财务总监等关键岗位人员均由本公司派出，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

控范围之内。 

苏州新材料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二代高温超导材

料的研发制备，目前其生产线的安装和设备调试均已完成，已经实现成品销售，目前

正处于超导材料产业化的关键时期。本年度拟对苏州新材料提供担保是为了保证苏州

新材料正常的运营，有助于苏州新材料产业化的顺利进行并尽早形成规模销售。 

苏州新材料的其他自然人股东以各自所持有苏州新材料的股权按比例为本次担

保本金金额的 30%（人民币 900 万元）提供反担保，其他自然人股东均为苏州新材料

核心技术团队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按股权比例提供反担保，其反担保足以保障上市

公司的利益，有利于控制担保风险。 

由于中新创投系苏州工业园区政府下属企业，中新创投出具专项书面说明，称其

从未开展或设立过担保或反担保业务，并且国资系统管理非常严格，因此本次无法同

比例为苏州新材料贷款提供担保，也无法为公司超比例担保部分提供反担保。而苏州

新材料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董事长、总经理、财务经理等管理关键岗位人员均由

本公司派出，中新创投未派出管理人员，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本公司可控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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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应由中新创投按其持有的苏州新材料股权比例提供的反担保

金额（人民币 588万元），由本公司和苏州新材料的其他自然人股东按各自持有的股

权比例分担，其中苏州新材料的其他自然人股东提供 219万元的反担保。 

江苏欣益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运营商通信工程总

承包、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租赁运营、信息化及智慧化通信方案集成实施三个业务板块，

目前，业务不断稳步发展，已具备了三个业务板块快速发展的市场、管理和技术能力。 

为满足江苏欣益业务经营，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支持，有利于江苏欣益良性发展，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江苏欣益的另外二名自然人股东同意以各自所持有江苏欣益的

股权按比例为本次担保本金金额的 15%（人民币 255 万元）提供反担保，有利于控制

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永鼎泰富、苏州新材料、江苏欣益提供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本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为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需要，

该担保事项有利于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2、公司对子公司采取了有效监控措施，风险可控。但我们提醒公司管理层应密

切关注担保风险，加强对外担保管理，从总体上控制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严格控制

和化解现存对外担保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规范担保行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切实

维护股东利益，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3、苏州新材料目前已经实现成品销售，在其研发成功并规模商业化使用之前还

存在许多市场和政策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公司管理层应督促苏州新材料以承担

国家科技部 863课题为契机，按研发进度抓紧相关研发工作并做好市场商业化的工作，

同时争取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适当的融资方式，保证项目

的顺利进行及公司提供担保的安全性。 

4、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担保预计事项的审议表决

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

担保事项为对子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410,100万元。

截至本公告公布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含控股子公司>总额为 372,713.92

万元，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 213,352.6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8 年末）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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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的 76.90%，其中：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69,943.92万元，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 110,582.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8年

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9.86%。以上均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 

2、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永鼎泰富、苏州新材料、江苏欣益营业执照复印件； 

4、中新创投《关于苏州新材料研究所申请股东方进行贷款担保的答复函》； 

5、苏州新材料、江苏欣益反担保函； 

6、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