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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 年 11 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MA1TBM8H5C

注册地址 江阴市华士镇华长路 515 号

法定代表人 胡建清

注册资本 27,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究 、开发 、制造 、加工 、销售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安装 、调试 ；
太阳能电站的研究 、开发 、设计、安装、建设 、维护 （不含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 、禁
止类）；建材、金属制品、铝型材 、铝制品的制造 、加工 、销售 、研究 、开发 ；太阳能光伏
支架的研究 、开发、制造、加工 、安装 、设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股东情况 胡建清 51.8519%，钱卫东 48.1481%。 胡建清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16 第 （一 ）条规定 “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
或者作出安排 ， 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 ， 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 ， 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 10.1.15 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149,279.95 12,338.65

净资产 -1,841.94 710.71

营业收入 1,126.79 6,851.32

净利润 -1,872.00 2,552.64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08 月 1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523MA3X85XK3T

注册地址 汤阴县五陵镇汤屯新型农村社区

法定代表人 姚汉卿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销售 ，太阳能发电的设计 、安装 、施工 、咨询服务及培训 ，对太阳
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以及运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9%。

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16 第 （二 ）条规定 “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 10.1.15 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8,557.36 7,075.26

净资产 210.56 99.37

营业收入 958.30 748.99

净利润 -6,341.40 -111.20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1、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03 月 0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4273297161195

注册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白土镇张二庄村东北

法定代表人 许蒙蒙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能源工程技术服务 ；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 ；EPC 工程管理服务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 、施工 （按资质证核定的范围经营 ）；能源领域内的技术研
发 、技术服务 ；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 ；太阳能光伏产品销售 ；水净化设备 、空气净
化设备、LED 照明设备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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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9%。

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16 第 （二 ）条规定 “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 10.1.15 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17,412.17 15,798.48

净资产 -102.70 646.32

营业收入 2,251.88 1,645.76

净利润 -3,870.96 749.01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2、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 年 08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213957060238

注册地址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

法定代表人 赵沈丰

注册资本 24,4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风能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 、建设和经营管理 ；电能的生产和销售 ；光伏 、风
力发电站的综合利用及经营 、发电技术咨询 、服务 ；光伏和风力发电物资 、设备采
购。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和许可的 ，需办理专项审批和许可后方可
经营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36.5%，
南召县金富光伏服务有限公司 12.5%。

关系说明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16 第 （二 ）条规定 “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 10.1.15 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61,873.47 62,943.68

净资产 18,063.64 19,122.72

营业收入 7,673.40 5,981.94

净利润 -4,787.25 1,059.08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3、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12 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29MA3X62LM44

注册地址 洛阳市伊川县葛寨乡政府办公楼 202 室

法定代表人 张强

注册资本 6,5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 、建设和运营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19,616.47 19,368.54

净资产 -9,191.00 -9,768.57

营业收入 873.45 652.61

净利润 -5,914.34 -577.57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4、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 年 04 月 3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234941424626

注册地址 无棣县西小王镇小米河北辛海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 张强

注册资本 14,112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对光伏光热电站项目的建设 ；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 、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 ；机
械设备 、电子产品 、太阳能专用高档五金件 、太阳能发电安装系统和太阳能发电板
封装膜批发 ；瓜果 、蔬菜 、花卉 、苗木 、农作物种植 、销售 ；食用农产品的销售及农业
信息咨询；农业科技、农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 ；
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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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26.5%，
黄河三角洲融鑫集团有限公司 22.5%。

关系说明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16 第 （二 ）条规定 “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 10.1.15 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61,628.06 62,519.83

净资产 4,429.88 5,827.04

营业收入 7,577.08 5,894.80

净利润 -12,110.95 1,397.16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5、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 年 08 月 0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327312682813Q

注册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岭泉龙泉大街 141 号

法定代表人 陈鑫

注册资本 2,4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光伏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 ，光伏电站 、风力电站的建设 、运营 、管理 。 光电技术研
究 、推广 、服务 ；太阳能产品批发 、零售 、安装 、维修 ；钢材 、支架 、电器元件安装及维
护 （不含机械）；瓜果蔬菜 、花卉苗木、农作物的种植及销售 ；农产品的购销及农业科
技信息咨询、开发服务 、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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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16 第 （二 ）条规定 “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 10.1.15 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7,437.84 7,573.35

净资产 128.39 174.84

营业收入 944.71 645.39

净利润 -2,097.49 46.45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6、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11 月 1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4MA7755BM7Y

注册地址 新疆五家渠市 22 区人民南路 1500 号浙海公馆 （国际·蓝湾）小区北-5 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 张强

注册资本 22,65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建设和经营 ；光伏光热电站技术开发 ，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 ；从
事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 、太阳能发电安装系
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的批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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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无锡爱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16 第 （二 ）条规定 “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 10.1.15 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44,251.67 47,899.36

净资产 12,785.49 16,285.95

营业收入 5,594.98 5,964.03

净利润 -2,953.18 3,500.47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7、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02 月 0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921329281813D

注册地址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文明街 44 号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11,91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光伏产品销售 ；能源工程技术服务 ；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 ；能源
领域内的管理服务 ；EPC 工程管理服务 ；机电设备 (供电设备除外 )安装工程 、施工 ；
瓜果 、蔬菜 、花卉 、苗木 、农作物 、食用菌 、中药材种植 ；农副产品收购 、销售 ；农业技
术开发 、技术转让 ；广告设计 、制作 ；从事农业观光旅游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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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凤庆爱康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第（三）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34,308.04 35,218.52

净资产 2,117.73 2,362.83

营业收入 3,533.21 2,423.51

净利润 -9,509.69 245.10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8、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04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28336598130U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屏山街道办事处咪油村汇鑫家园

法定代表人 莫松林

注册资本 17,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 ； 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 、 项目咨询和技术服
务 ；从事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 、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 、太阳能发电
安装系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膜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光伏产品
销售 ；瓜果 、蔬菜 、花卉 、苗木 、农作物 、食用菌和中药材的种植 、农副产品和中药材
的收购、销售；农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广告设计 、制作 、从事农业观光旅游资源开
发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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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16 第 （二 ）条规定 “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 10.1.15 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17,370.71 16,910.03

净资产 9,169.11 9,405.66

营业收入 1,807.62 1,230.81

净利润 -7,479.02 203.63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9、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08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1181075527878G

注册地址 山西省吕梁孝义市西辛庄镇太子里村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开发、运营，电力技术咨询 、服务 ，电力物资 、设备采购 ；中草药及
农作物种植及销售 ；开展与中草药及农作物有关的技术交流和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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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4%，温
德军 5%。

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孝义能源董事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 （三 ）条
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33,309.89 34,596.62

净资产 -2,450.04 -1,658.51

营业收入 3,468.98 2,643.09

净利润 -3,419.15 791.53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07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1324072173023E

注册地址 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牌头杖子村 20180011317 号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2,8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 ；及其它可再生资源技术开发 ；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 、电子
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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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朝阳爱康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第（三）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10,258.39 10,562.96

净资产 376.57 802.89

营业收入 1,227.20 961.77

净利润 -523.79 426.32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1、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10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700MA0QC5TJXB

注册地址 辽宁省锦州市义县留龙沟乡留龙沟村

法定代表人 张金剑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 ； 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 、 项目咨询和技术服
务 ；从事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 、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 、太阳能发电
安装系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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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锦州中康董事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 （三 ）条规定 ，
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17,484.33 17,404.21

净资产 2,968.98 3,262.53

营业收入 2,501.08 1,304.49

净利润 1,181.78 293.55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2、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05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882339970874R

注册地址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白南街 1 号 （建设银行总行四楼 ）

法定代表人 张金剑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 ； 光付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 、 项目咨询和技术服
务 ；从事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 、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 、太阳能发电
安装系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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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大安爱康董事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 （三 ）条规定 ，
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10,007.61 10,293.99

净资产 -400.40 -133.93

营业收入 1,171.75 1,230.81

净利润 -326.53 236.55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3、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09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829079651462M

注册地址 嘉祥县纸坊镇振兴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光伏太阳能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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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1%，无锡爱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49%。

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嘉祥昱辉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
10.1.3 第（三）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4,232.92 4,161.61

净资产 -5,540.57 -5,470.39

营业收入 446.60 334.29

净利润 -2,417.58 70.19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4、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04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7263357931291

注册地址 泌阳县官庄镇秦老庄村委办公驻地

法定代表人 张强

注册资本 2,894.965989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 （凭资质证经营 ）；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 、项目咨询和
技术服务 ；从事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 、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 、太阳
能发电安装系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50%，泌阳县扶贫开发有限公司 50%。

关系说明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16 第 （二 ）条规定 “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 10.1.15 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9,905.01 9,868.06

净资产 -1,596.00 -1,307.02

营业收入 1,090.86 866.85

净利润 -5,351.51 288.98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5、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03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225928122396

注册地址 新疆博州精河县茫丁乡巴音阿门牧民定居点以南 14 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33,712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售电业务 ；太阳能光伏 、光热开发 、利用 、建设及产品的代理销售 ，货物与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国家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向毗邻国
家开展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允许经
营边贸项下废钢、废铜、废铝 、废塑料等国家核定公司经营的五种废旧物资的进口 ；
场地租赁

股东情况 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104,057.92 107,058.02

净资产 35,066.49 36,617.61

营业收入 9,043.16 8,625.70

净利润 1,041.84 1,551.12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6、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07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270577196146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阿扎提街四环路 247 号（招商引资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6,3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 、投资 、建设和运营 ，电力技术咨询 、服务 ，场地
租赁，电力物资 、设备销售。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19,659.66 20,087.05

净资产 7,084.70 7,576.71

营业收入 2,163.79 1,818.68

净利润 629.36 492.01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7、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11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40802369018

注册地址 新疆五家渠市人民南路 781 号恒祥大厦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21,137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光伏发电站开发、建设与运营；光伏发电技术及设备研发 ；光伏发电项目技术咨询 ；
光伏发电设备、太阳能器具及配件、化工产品 （危险品除外 ）、多晶硅材料 、单晶硅材
料销售；场地租赁 。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53,201.39 55,330.65

净资产 23,518.18 25,686.27

营业收入 6,497.27 5,993.70

净利润 2,318.67 2,168.08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8、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01 月 1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215890367341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2 号 586 室

法定代表人 袁文清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新能源项目开发 、投资 、建设 ；投资咨询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 、
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新能源研发技术咨询 ；新材料的研发和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
LED 照明产品销售 、LED 照明节能改造工程 ；太阳能组件销售 、太阳能组件并网发
电系统开发、生产 、销售。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82,164.14 93,487.84

净资产 15,733.14 15,730.31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93.00 -2.83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9、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06 月 1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00595938881Q

注册地址 新疆博州博乐市南城区第九中学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光伏电站投资 、建设 ；太阳能电子产品销售（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场地租赁 。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94,284.75 94,894.10

净资产 15,564.24 17,951.68

营业收入 10,799.58 10,149.39

净利润 2,030.73 2,387.44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0、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 年 12 月 0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1MA1N1P5G6B

注册地址 丹阳市云阳镇丹金路益阳五金机电城

法定代表人 邹万里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电站的建设经营 ；光伏电站的技术开发 、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 ；提供光伏
电站的运营维护服务 ；从事电力销售 、提供节能减排服务及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从
事太阳能发电安装系统及太阳能光伏组件批发销售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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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1,419.97 1,308.61

净资产 273.14 364.50

营业收入 294.27 238.03

净利润 147.32 91.36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1、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 年 04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24097864410G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州巩留县 73 团金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光伏电站投资 ，运营 、维护 ，新能源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服务 ，电子电力
设备、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制造加工与销售；场地租赁 。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25,385.82 25,162.35

净资产 198.70 734.17

营业收入 3,195.31 2,613.88

净利润 610.16 535.47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2、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11 月 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010802214517

注册地址 新疆博州博乐市南城区 01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17,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主营业务 光伏电站投资 、建设 ；太阳能电子产品销售。

股东情况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30%；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70%。 实际控制人为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10.1.16 第 （二 ）条规定 “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 10.1.15 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84,790.18 87,138.85

净资产 18,320.59 19,704.09

营业收入 8,674.95 7,733.18

净利润 1,937.87 1,383.50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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