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1-068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2021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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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 江西紫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紫宸”）、四川

紫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紫宸”）、宁德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德卓高”）、江苏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卓高”）、

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氟树脂”）、四川卓勤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卓勤”）、深圳市新嘉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新嘉拓”）、江西嘉拓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嘉拓”）。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390,600 万元人民币，均为对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本次公司新增 2021 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488,600 万元，

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止。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璞泰来”）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在综合分析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后，公

司拟在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批准的2021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额度基础上，新增担保额度 488,600 万元。前述新增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具体担保期限以担保协议为准。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截止公告日

2021 年度发

生的担保余

额 

2021年度已

经批准但尚

未使用的担

保额度 

本次拟新

增担保额

度 

新增后

2021 年度

总担保额

度 

公司及其子公司 江西紫宸 170,000 0 30,000 200,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溧阳紫宸 22,000 8,000 0 30,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四川紫宸 0 0 206,300 206,3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内蒙紫宸 0 10,000 0 10,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山东兴丰 0 5,000 0 5,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内蒙兴丰 0 20,000 0 20,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深圳新嘉拓 8,000 22,000 19,300 49,3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江西嘉拓 0 5,000 3,000 8,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宁德嘉拓 1000 1,000 0 2,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江苏嘉拓 10,000 0 0 10,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东莞卓高 0 8,000   8,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宁德卓高 20,000 10,000 70,000 100,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江苏卓高 0 20,000 70,000 90,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溧阳月泉 0 3,000 0 3,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东莞卓越 0 5,000 0 5,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溧阳卓越 0 5,000 0 5,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四川卓勤 50000 30,000 30,000 110,000 

公司及其子公司 东阳光氟树脂 0 0 60,000 60,000 

合计   281,000 152,000 488,600 921,600 

注：截止公告日前，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390,600 万元人民币。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6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

2021 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此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各被担保人数据均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或 2020 年 1-12

月数据，单位均为人民币万元。 



 

1、江西紫宸 

公司名称 江西紫宸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2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210588363379 

注册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奉新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新型石墨（碳复合负极材料、硅负极、硅碳石墨体系的

复合材料）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实业投资、投资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服

务（除经纪）（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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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374,744.50 万元 
负债合计  202,262.27 万元 

净资产  172,482.23 万元 

营业收入 384,140.31 万元 净利润  50,093.43 万元 

2、四川紫宸 

公司名称 四川紫宸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1月15日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 

法定代表人 刘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83MA674QD42G 

注册地址 邛崃市天府新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功能区天崃一路456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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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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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四川紫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注册成立，故无 2020 年年度财务数据。 

3、宁德卓高 

公司名称 宁德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11月18日 

注册资本 13,000万元 实收资本 1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晓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902MA344GT819 

注册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东侨工业园区振兴路8号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电池材料、电子产品、电池、电池组、通用机械设备；提供

电池材料的相关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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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13,011.94万元 
负债合计 85,835.82万元 

净资产 27,176.12万元 

营业收入 56,094.61万元 净利润 7,059.82万元 



 

4、江苏卓高 

公司名称 
江苏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成立时间 2017 年 04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2,8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晓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81MA1NRRN90D 

注册地址 溧阳市昆仑街道码头西街 617 号 

经营范围 

高性能膜材料的研发、销售；电池材料、电池、电池组、电子产品、通用机械

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提供电池材料的相关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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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总资产  61,789.55 万元 
负债合计 48,767.64 万元 

净资产  13,021.91 万元 

营业收入 22,850.33 万元 净利润  2,216.50 万元 

5、东阳光氟树脂 

公司名称 
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

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11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黄凯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232082643287Y 

注册地址 乳源县乳城镇化工基地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氟树脂；生产、销售：盐酸（以上经营项目在许可证许可业

务范围内及有效期内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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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43,161.00 万元 
负债合计  31,408.19 万元 

净资产  11,752.80 万元 

营业收入 19,978.68 万元 净利润  1,848.03 万元 

6、四川卓勤 

公司名称 四川卓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50,000 万 实收资本 - 

法定代表人 王晓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83MAACE2CE9Y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天府新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功能区天崃一路 420 号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高性能膜、电池粘结剂、电池材料（极片）、电子产品、半导体专用

材料、新型电子元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提供技术服务与技术转让、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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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97.93 万元 
负债合计  2.20 万元 

净资产  95.73 万元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4.27 万元 

注：四川卓勤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截止 2020 年底尚未开展正式经营活动。 



 

7、深圳新嘉拓 

公司名称 
深圳市新嘉拓自动化技术有

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3月22日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654989030 

注册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兰金二十一路6号B栋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软件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线设备

的技术开发、生产与销售。 

总资产 141,507.56万元 
负债合计 115,813.81万元 

净资产 25,693.75万元 

营业收入 56,221.72万元 净利润 2,393.90万元 

8、江西嘉拓 

公司名称 江西嘉拓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12月28日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21MA35G2EE3G 

注册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园区二路1388号 

经营范围 

电子设备、压力容器、废热能回收利用装备、热交换器、电蓄热设备、机电产品、

风机的研发、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和技术咨询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工

程专业承包；承接管道安装工程（不含压力管道）；软件开发、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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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8,712.84万元 
负债合计 12,387.49万元 

净资产 6,325.35万元 

营业收入 14,985.65万元 净利润 2,102.66万元 

注：上述数据系各子公司 2020 年年度财务数据。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次被担保人均为本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额度为最高担保限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其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担

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

资成本，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在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批准的 2021 年度



 

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基础上，新增担保额度 488,600 万元。前述新增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具体担保

期限以担保协议为准。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新增 2021 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事项将有利于满足子公司

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有效支持子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增加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 年 6 月 18 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390,600 万元人民币，占上市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43.82%；2021

年度已经批准但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即担保总额为

92.16 亿元人民币（含本次拟新增额度），占上市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的 103.39%。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不存在

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

形。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通过查阅相关担保文件、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董事会相关决议，保荐机构

认为：璞泰来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

的内部审核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璞泰来上述担保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6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