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20-014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满足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华世纪）
、南
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华物产）各项经营工作顺利开展
及项目开发顺利推进，公司拟为宁华世纪与宁华物产提供融资担保，
担保总金额不超过 170,000 万元担保额度。本次担保相关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

截至目

本次新

担保额度占上

持股比

近一期资产

前担保

增担保

市公司最近一

例

负债率

余额

额度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本公司

宁华世纪

100%

53.22%

0

120,000

47.75%

否

本公司

宁华物产

100%

63.25%

8,000

50,000

19.90%

否

在上述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7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可根
据实际经营需要，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条件下，在被担保主体之间作适
度调配。担保方式主要为信用担保（或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每笔担
保的期限和金额依据公司及其与有关金融机构最终协商后签署的合
同来确定。
2、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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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独立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 201 号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彤
成立日期：2001 年 4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728353378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产销售；物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
理及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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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宁华世纪 100%股权
（2）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 201 号
注册资本：12,597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彤
成立日期：1998 年 6 月 1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249703668L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场地租赁；停车场
管理服务；餐饮服务；市场设施租赁、市场管理服务（上述范围仅限
取得许可的分支机构经营）
；百货、文化办公用品、计算机及辅助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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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销售；电子商务；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面向成年人
开展的培训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
；电信增值
业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健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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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宁华物产 100%股权
2、主要财务数据
（1）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73,156.19 万元，负债总额
145,384.50 万元，净资产 127,771.6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109.24 万元，利润总额 57,016.50 万元，净利润 42,538.93 万
元。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73,474.72 万元，负债总额
145,976.60 万元，净资产 127,498.12 万元。2020 年 1-3 月份实现营
业收入 20.37 万元，利润总额-273.57 万元，净利润-273.57 万元。
（2）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0,024.41 万元，负债总额
50,616.81 万元，净资产 29,407.6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72,313.85 万元，利润总额 18,150.44 万元，
净利润 13,611.46 万元。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76,174.99 万元，负债总额
45,956.61 万元，净资产 30,218.38 万元。2020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
收入 7,945.89 万元，利润总额 1,081.04 万元，净利润 810.78 万元。
3、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宁华世纪与宁华物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宁华世纪与宁华物产提供融资担
保额度的预计，主要为信用担保（或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每笔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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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和金额依据公司及宁华世纪、宁华物产与有关金融机构最终协
商后签署的信贷合同来确定，最终担保总金额不超过 170,000 万元，
有效期一年，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额度范
围内的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宁华世纪与宁华物产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各项
经营工作顺利开展及项目开发顺利推进，有利于降低其融资成本，进
一步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2、担保风险控制判断
被担保对象宁华世纪与宁华物产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管理规范，
经营状况良好,未发生过贷款逾期未还事项，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
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担保风险较小。
3、被担保对象宁华世纪与宁华物产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
对被担保对象的经营有绝对控制权，担保风险较小，不会损害公司利
益。
4、反担保情况说明
上述担保未提供反担保情况,被担保对象宁华世纪与宁华物产均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被担保对象的经营有绝对控制权，担保风
险较小，未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宁华世纪与宁华物产提供
担保，符合其生产经营及项目开发的需要，本次担保符合《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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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8,000 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30,000 万元。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 178,000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0.83%，皆为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 0 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
金额为 0 万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为 0 万元。
七、其他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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