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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信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海外客户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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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了缩短应收账款周期，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正信（香

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拟与非关联方东方电气集团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东方电气公司”）就向境外

买方（包括但不限于澳洲和欧洲的买方）出口光伏组件进行长期合作，并分别签

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详细合作模式为东方电气公司作为卖方，公司作为生产

厂家和境外买方签署三方供货合同，公司向买方提供组件质保服务及货物运输中

破损组件的更换。三方供货合同签署后，东方电气公司则与公司签署相应的采购

合同。为保证三方供货合同下的东方电气公司债权的实现，东方电气公司将向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投保，当境外买方逾期支付货款时，

中信保将赔付未支付货款的 70%（最高赔比），同时公司为东方电气公司在三方

供货合同项下的收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与东方电气公司合作担保的债权

为自签订保证合同之日起一年内发生的，经中信保向东方电气公司赔付后，东方

电气公司在三方供货合同项下对境外买方享有的债权。与东方电气集团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合作，为不超过美元 6,000,000.00 元的债权提供担保；与东方电气集团

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合作，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00 元的债权提供担保。在

担保期限内，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首次合作，确认担保对象为澳大利亚公司

ACHIEVERS ENERGY GROUP PTY LTD，担保金额为美元 990,475.20 元；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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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对象尚未确认，在约定的担保额度范围之内，公司一旦确定新的担保对象，

将会按照相关披露要求在担保进展公告中披露担保对象详细信息。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海外客户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 票、弃

权票 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ACHIEVERS ENERGY GROUP PTY LTD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住所：UNIT 4, 29 BELLRICK STREET ACACIARIDGE QLD 4110, 

AUSTRALIA 

注册地址：UNIT 4, 29 BELLRICK STREET ACACIARIDGE QLD 4110, 

AUSTRALIA  

注册资本：100.00 元（澳币） 

企业类型：海外私人企业  

法定代表人：Rahulkumar Manubhai Patel 

主营业务：贸易、太阳能组件销售 

成立日期：2014 年 7 月 23 日 

2、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3,255,610.00 元（澳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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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30 日流动负债总额：2,880,108.00 元（澳币） 

2020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375,502.00 元（澳币）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率：88.47% 

2019 年 7 月-2020 年 6 月营业收入：39,728,974.00 元（澳币） 

2019 年 7 月-2020 年 6 月利润总额：3,655,007.00 元（澳币） 

2019 年 7 月-2020 年 6 月净利润：313,309.00 元（澳币） 

其它情况：本次担保金额为美元 990,475.20 元，折合为人民币：6,775,741.80

元（2020 年 9 月 7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 美元=6.8409 人民币）。 

 

（二）其他 

后续担保对象尚未确认，在约定的担保额度范围之内，公司一旦确定新的担

保对象，将会按照相关要求披露担保的进展公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模式： 

东方电气公司作为卖方，公司作为生产厂家和境外买方签署三方供货合同，

公司向买方提供组件质保服务及货物运输中破损组件的更换。三方供货合同签署

后，东方电气公司则与公司签署相应的采购合同。为保证三方供货合同下的东方

电气公司债权的实现，东方电气公司将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保”）投保，当境外买方逾期支付货款时，中信保将赔付未支付货款的 70%（最

高赔比），同时公司为东方电气公司在三方供货合同项下的收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公司与东方电气公司合作担保的债权为自签订保证合同之日起一年内发生

的，经中信保向东方电气公司赔付后，东方电气公司在三方供货合同项下对境外

买方享有的债权。 

（二）合作方信息及担保额度： 

1、东方电气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方电气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000,000.00 元港币 

住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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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董事：罗志刚 

成立日期：2012 年 9 月 5 日 

注册证书编号：1796114 

经营范围：贸易、投资 

本次合作提供债权担保金额：担保的最高债权为 6,000,000.00 美元（以 2020

年 9 月 7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折合人民币为：41,045,400.00 元），公司在债权的

最高余额内提供担保。 

2、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6352 万元人民币 

住所：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 18 号 

法定代表人：罗志刚 

成立日期：1985 年 5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0183938X6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

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

批文件经营）：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的研发及销售；专业技术服务业；科

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进出口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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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合作提供债权担保金额：担保的最高债权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在债权的最高余额内提供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可循环合作。实际担保金额以后续签署的三方供货

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本次对外提供担保主要为了缩短应收账款周期，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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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获得资金，提高公司资金周转效率。被担保对象均为公

司海外分销商，信用状况良好。而且，为保证三方供货合同下的东方电气公司债

权的实现，东方电气公司将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当境外买方逾期支付

货款时，中信保将赔付未支付货款的 70%（最高赔比）。因此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提供担保，极大缩短了公司产品销售回款周期，有利于公司获得资

金，增加公司资金周转效率，同时，担保客户均与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良影响。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17,767.67 100% 

其

中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0.00 0.00%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保金额 0.00 0.00%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金额 5,542.67 31.20% 

  

其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73%。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0.00 元，因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担的损失金额为

0.00 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正信光电科技股份有效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正信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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