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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 2023-024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 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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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担保金额：公司为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以下简称“西班牙隆基”）提供预付款保函87.50万美元，为隆基（香港）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隆基”）提供履约保函49.17万美元，为西安隆基

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洁能源”）提供履约保函6,635.73万元；截至

2023年2月28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50,236.03万元；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乐叶”）为户用

分布式光伏贷业务提供的保证金担保余额为400万元。（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

中金额币种为人民币） 

 是否有反担保：隆基乐叶为公司光伏贷业务用户提供的保证金担保，由

经销商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截至2023年2月28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61.98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14%，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的担保余额为

158.48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3.50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进展概况 

（一）担保情况 

1、根据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2023年 2月，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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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间 

是否

有反

担保 

1 公司 西班牙隆基 
德意志银

行 
87.50 万美元 预付款保函 

2023/2/3- 

2023/7/14 
否 

2 公司 香港隆基 澳新银行 49.17 万美元 履约保函 
2023/2/10- 

2023/8/26 
否 

3 公司 

清洁能源 

平安银行 1,247.57 万元 履约保函 
2023/2/23- 

2023/4/30 
否 

4 公司 平安银行 5,388.16 万元 履约保函 
2023/2/24- 

2023/5/22 
否 

5 公司 

合并范围内

的全资子公

司 

民 生 银

行、平安

银行、建

设银行、

中信银行 

担保额度上限 40

亿元，实际担保

余额 150,236.03

万元 

供应链金融

业 务 担 保

（注） 

该业务协议全

部履行完毕为

止或业务项下

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起三

年 

否 

注：根据公司与合作银行已签订的供应链金融业务相关协议及约定，公司将为供应链金融业务项下有

关的全资子公司付款义务承担担保责任，担保额度上限为 40亿元。截至 2023年 2月 28 日，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50,236.03 万元。 

2、为支持公司户用分布式光伏业务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与银

行、经销商开展光伏贷业务合作，由合作银行向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用户购买公

司光伏发电设备提供贷款服务，经销商为用户购买公司光伏发电设备的银行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隆基乐叶按照用户融资总金额的一定比例向银行缴存保证金，

并由经销商为隆基乐叶保证金担保提供反担保。截至 2023年 2月 28 日，隆基乐

叶为光伏贷业务用户提供的保证金担保余额为 400万元。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年第十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3 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2023 年度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全资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的新增额度合计不超过 400亿元人民币，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及以上的担保

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为不超过 360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担保对

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为不超过 40 亿元。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

保展期或续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包括贷

款、银行承兑汇票、外汇衍生品交易、信用证、保函及法人账户透支等业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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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

质押等。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及其授权人士

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相应文件，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年第十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3年为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提供保证金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子公司 2023 年为与银行合作的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提供的保证金担保余额

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上述业务范围内开展具体

业务，并签署有关合作协议、函件等必要文件，授权期限自本事项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以上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是为了支持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全资子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

可控。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隆基乐叶为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的用户提供担保，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分布式业务市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光伏贷业务借款人相

关融资需符合银行审核条件，且借款人安装分布式光伏的发电收益可以为其提供

还款来源，并由经销商为隆基乐叶保证金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相对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

展战略。相关担保在公司 2023 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61.98 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14%，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的担保余额为

158.48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 3.50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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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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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西班牙隆基、香港隆基、清洁能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的

重大或有事项，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1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0.3 万欧元 西班牙 2021/11/22 韩信 进出口 

2 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194,147 万港币 香港 2010/11/12 / 进出口 

3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50,000 万人民币 陕西省西安市 2014/5/8 张长江 光伏电站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9 月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12,394.53  12,847.89  -453.36  2,092.42  -449.48  1.48  0.00  1.48  0.00  0.00  

2 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776,358.99  463,550.92  312,808.07  615,436.15  16,595.66  562,095.07  333,350.00  228,745.07  626,968.13  -29,440.26  

3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477,585.22  264,463.87  213,121.35  190,376.65  -5,036.15  447,276.38  227,858.26  219,418.12  288,441.23  24,99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