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2-071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宁夏国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国

博”）、二级全资子公司乌拉特中旗嘉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乌拉特嘉能”）；公司控制的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宁柏基金”）下属平原瑞风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原瑞风”）、平原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原国瑞”）、

平原天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原天瑞”）。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为宁夏国博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计人民币120,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宁夏国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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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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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8,025.00万元。 

2、公司为乌拉特嘉能向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润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

人民币31,2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乌拉特嘉能实际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700.00万元。 

3、公司为平原瑞风向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广核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合计人民币38,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平原瑞风

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596.69万元。 

4、公司为平原国瑞向中广核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37,256.27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平原国瑞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6,002.64万元。 

5、公司为平原天瑞向中广核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38,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平原天瑞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596.69万元。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

外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为满足公司下属公司宁夏国博、乌拉特嘉能、平原瑞风、平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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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平原天瑞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债权人

要求变更担保方的要求，公司为上述公司分别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

华润融资租赁、中广核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为宁夏国博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能天成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计人民币120,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宁夏国博实

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8,025.00万元。 

2、公司为乌拉特嘉能向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润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

人民币31,2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乌拉特嘉能实际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700.00万元。 

3、公司为平原瑞风向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广核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合计人民币38,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平原瑞风

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596.69万元。 

4、公司为平原国瑞向中广核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37,256.27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平原国瑞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6,002.64万元。 

5、公司为平原天瑞向中广核融资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人民币38,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为平原天瑞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596.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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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三届九次董事会、于 2022 年 5

月 20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

金融机构申请 2022 年度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上述担保在授权范围内。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2022 年 5 月 21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1）、《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2 年度授信额度计划及在授信额度内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和《宁夏嘉泽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宁夏国博 

1、宁夏国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夏国博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245962128718 

住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河西镇田家岭村 

注册资本 116,99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 6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 陈波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可再生能

源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服务；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 



 5 

控股股东名称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宁夏国博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度/2021.12.31 

总资产（万元） 574,148.10 

净资产（万元） 203,883.24 

营业收入（万元） 77,860.86 

净利润（万元） 22,439.84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宁夏国博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二）乌拉特嘉能 

1、乌拉特嘉能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乌拉特中旗嘉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824MA7YQ91B32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科委西街坊筹 2处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年 7月 21日 

法定代表人 杨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1152)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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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能源管理；机

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 

控股股东名称 巴彦淖尔嘉巽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乌拉特嘉能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度/2021.12.31 

总资产（万元） 9,600.95 

净资产（万元） 2,593.10 

营业收入（万元）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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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万元） -7.90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乌拉特嘉能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平原瑞风 

1、平原瑞风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平原瑞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426MA3CDCA94R 

住所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王庙镇张老虎村 

注册资本 9,15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 7月 7日 

法定代表人 李辉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工程建设及运营管理；售电；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总承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设

计、销售及其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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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新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平原瑞风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度/2021.12.31 

总资产（万元） 46,073.29 

净资产（万元） 4,796.20 

营业收入（万元） 8,833.38 

净利润（万元） 4,589.07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平原瑞风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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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原国瑞 

1、平原国瑞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平原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426MA3C5KLQ1D 

住所 德州市平原县湖畔丽园小区 A-2幢 10号商铺 

注册资本 8,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 1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 郑小晨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工程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售电；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总承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配件的设计、

销售及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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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洁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60%（其余40%的股份已由

Goldman Sachs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Holdings Pte. Ltd.

转让给了宁柏基金，该事项已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2、平原国瑞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度/2021.12.31 

总资产（万元） 52,621.49 

净资产（万元） 16,420.80 

营业收入（万元） 8,879.28 

净利润（万元） 4,733.39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平原国瑞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五）平原天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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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原天瑞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平原天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426MA3CDCAA2L 

住所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王凤楼镇王汉村 

注册资本 9,15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 7月 7日 

法定代表人 李辉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工程建设及运营管理；售电；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总承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设

计、销售及其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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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新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平原天瑞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度/2021.12.31 

总资产（万元） 48,748.81 

净资产（万元） 4,169.09 

营业收入（万元） 8,326.32 

净利润（万元） 3,874.98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3、平原天瑞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就上述担保事项分别与债权人华能天成融资租赁、华润融资

租赁、中广核融资租赁签订了保证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债

务履行期如有变更，则保证期间为变更后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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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将公司持有的借款主体相应出资的

股权提供了质押担保或质押了项目公司股权，由其项目投产后产生

的电费收费权及应收账款提供了质押担保，由其项目投产后的机器

设备提供了抵押担保、由其项目地的土地提供了抵押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公司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者利益输送的情况。

相关下属公司具备偿债能力，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

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

控制权，且其经营稳定，担保风险可控。贷款均用于各自的新能源项

目建设，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12月末，公司担保总额为518,056.64万元，占公司

2021年12月末净资产的98.72%，均系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三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三届六次监事会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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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二年七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