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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创环保”）分别

于 2022年 4月 26日、2022年 5月 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定期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和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各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分别

为子公司江苏中创进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进取”）的外部融资

机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 5,000万元；为苏州中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中迈”）的外部融资机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 3,000 万元。

（公告编号：2022-063、2022-064、2022-091）。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江苏进取、苏州中迈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展开融资合作，公司同意为其分别提供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担保，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未超出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授权额度范围。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江苏进取和苏州中迈的担保额度统计如下表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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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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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84.16%  3000 1000 2.01% 否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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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60.14% 0 1000 2.01%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江苏中创进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苏中创进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6MA390EXA0Q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孙成宇 

5、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9年 11月 18日 

7、营业期限自：2019年 11月 18日 至 无固定期限 

8、住所：太仓市沙溪镇岳王新建路 41号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电子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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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股权架构图： 

 

 
〔持股 51%〕           （持股 24.5%）   （持股 12.25%） （持股 12.25%）  

 

 

11、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情况指标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创进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张袁维 张晓鹤 刘希峰 



 

资产总额    215,186,272.05     201,903,642.53  

负债总额    181,100,112.10     173,741,785.8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000,000.00      2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57,557,192.83     150,341,097.91  

净资产     34,086,159.95      28,161,856.70  

营业收入    164,570,373.80     544,299,668.31  

利润总额      6,453,110.81      27,386,949.45  

净利润      5,223,574.62      19,800,468.01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6,751,524.66      -7,731,295.57  

 

12、经查，江苏中创进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苏州中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中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73022094083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徐秀丽 

5、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4 年 7月 1日 

7、营业期限自：2014年 7月 1日至无固定期限 

8、住所：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66 号领寓商务广场 1栋 24 层 2405

室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合成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对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

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新型催化

材料及助剂销售；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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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股权架构图： 

 
苏州迈沃瑞鑫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中创（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 

 



 

 

 
〔持股 75%〕                    （持股 17.5%）            （持股 7.5%）  

 

 

 

11、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元） 

主要财务情况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37,084.15 23,306,032.38 

负债总额 11,990,090.24 14,326,106.5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789,300.00 2,789,3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1,990,090.24 14,326,106.51 

净资产 7,946,993.91 8,979,925.87 

营业收入 46,562,893.38 14,154,469.02 

利润总额 4,204,190.63 1,377,242.61 

净利润 
3,153,142.97 1,032,931.96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3,201,567.53 -1,853,311.50 

 

12、经查，苏州中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兴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江苏进取授信提供担

保。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保证人：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1,000万元 

保证范围：1、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

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苏州中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蒋萱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本合同

担保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

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

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

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4、债权人因

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的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

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

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兴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苏州中迈授信提供担

保。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保证人：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1,000万元 

保证范围：1、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

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本合同

担保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

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

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

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4、债权人因

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的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

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

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0,608.50 万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21.32%。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本次向子公司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是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正常履行职责，促进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

举措，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分别持有江苏进取 51%股权，苏州中

迈 75%股权，上述子公司其他股东本次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主要是基于公

司是上述子公司的控股股东，能决定其日常经营重大决策，同时江苏进取和苏州

中迈的经营情况良好及资信状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此次担保行为的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此担保事项披

露后，如担保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应进展公告。 

 

六、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江苏进取 

《保证合同》--苏州中迈 

 

特此公告。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