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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提供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的担保，担保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资产抵押等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2021 年 5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星源”）

因经营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庐江支行申

请 10,000 万元授信额度。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 6,261 万元整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收到建设银行庐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XYZGELJZH2021017）。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星源因经营需要，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合肥分行申请 38,000 万元授信额度。公司为上述

授信提供 22,800 万元整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收到浦发银

行合肥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5805202100000022）。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星源因经营需要，向建设银行庐江支行、浦发银

行合肥分行申请 48,000 万元授信额度。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

高科”）为合肥星源上述授信提供 19,374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合肥星源

为国轩高科提供 19,374 万元反担保，并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收到合肥星源与国

轩高科签订的《反担保协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合肥星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1 月 5 日 

注册资本：6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周继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经济开发区城西大道 128 号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膜及各类功能膜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以上

均不含国家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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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41.54%的股权，根据合肥星源公司章程，公司

按其持有合肥星源 41.54%股权比例行使股东表决权，同时在每年确保合肥城建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平均年化收益率的前提下（除非另有决议约定），公司按照

60%比例享受合肥星源其余分配利润，并拥有合肥星源董事会人员多数席位，能

够通过控制合肥星源董事会任命或批准合肥星源总经理及财务、生产、技术、人

事等关键管理人员安排，以及出于其自身利益决定合肥星源的重大事项，即公司

通过上述安排能够实际控制合肥星源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因此，公司对合肥星

源拥有控制权，故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71,785.71 56,953.88 

负债总额（万元） 198,56.06 39,034.01 



净资产（万元） 519,29.64 17,919.87 

资产负债率 27.66% 68.54% 

项目 2021年 1月至 9月（未经审计） 2020年 1月至 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12,316.86 9,353.62 

利润总额（万元） 1,609.77 -4,697.44 

净利润（万元） 1,609.77 -4,697.44 

合肥星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国轩高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5 年 1 月 23 日 

注册资本：128,054.4489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缜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 566 号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

与销售；锂离子电池应急电源、储能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高、低压开关及成套设备，数字化电器设备，配网智能化设备及元器件，三箱产

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承装；太阳能、风能可再生能源设备的研发、制造、销

售与承装；节能环保电器及设备、船舶电器及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安装；

变压器、变电站、大型充电设备、车载充电机及车载高压箱的研发、制造、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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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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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合肥星源 41.54%的股权，根据合肥星源公司章程，

公司按其持有合肥星源 41.54%股权比例行使股东表决权，同时在每年确保合肥

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平均年化收益率的前提下（除非另有决议约定），公司按

照 60%比例享受合肥星源其余分配利润，并拥有合肥星源董事会人员多数席位，

能够通过控制合肥星源董事会任命或批准合肥星源总经理及财务、生产、技术、

人事等关键管理人员安排，以及出于其自身利益决定合肥星源的重大事项，即公

司通过上述安排能够实际控制合肥星源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因此，公司对合肥



星源拥有控制权，故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国轩高科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

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合肥星源 26.92%股权。根据合肥星源公司章程规定，在

每年确保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平均年化收益率的前提下（除非另有决议约

定），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享受合肥星源其余分配利润。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1,046,505.74 1,103,114.31 

负债总额（万元） 55,641.39 110,090.75 

净资产（万元） 990,864.35 993,023.57 

资产负债率 5.32% 9.98% 

项目 2021年 1月至 6月（未经审计） 2020年 1月至 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0.00 286.01 

利润总额（万元） -2,620.52 -2,987.29 

净利润（万元） -2,620.52 -2,509.38 

国轩高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XYZGELJZH2021017） 

1、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庐江支行 

2、债务人：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额：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陆仟贰佰陆拾壹万元整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

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

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

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

师费等）。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

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

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

意，保证人仍需承担保证责任；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

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后三年止。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5805202100000022） 

1、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债务人：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额：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贰亿贰仟捌佰万元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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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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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担保协议》 

1、甲方：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乙方：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最高额：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亿伍仟贰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乙方按照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为

不超过 15,200 万，以及乙方承担的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借款合同》项

下的违约金、赔偿金、保证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手续费、电讯费、



杂费等）、保证人为实现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

师费等）。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乙方向债权人代偿之日起 2 年。 

（四）《反担保协议》 

1、甲方：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乙方：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最高额：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肆仟壹佰柒拾肆万元整 

4、保证范围：乙方按照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为

不超过 4,174 万元，以及乙方承担的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借款合同》项

下的违约金、赔偿金、保证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手续费、电讯费、

杂费等）、保证人为实现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

师费等）。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乙方向债权人代偿之日起 3 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提供担保后，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85,593.80 万元，占公

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62.86%。以上担保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违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亦无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XYZGELJZH2021017）； 

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5805202100000022）； 

3、《反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