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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青岛中天、和翌能源、武汉中能、上海年昌、 

湖北合能签署《互相担保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运营发展需要，结合公司自身情况及外部市场环境等

因素，公司、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天”）

拟与和翌能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翌能源”）、武汉中能

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中能”）、上海年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年昌投资”）、湖北合能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

合能”）签署《互相担保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互保协议”，相互担

保金额为 3.35 亿元人民币，期限最长不超过五年； 

 本次议案尚需经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情况概述 

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

经营管理层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告编号：临 2019-168），并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71），《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公告》（公

告编号：2020-002）。青岛中天以暂定价人民币 38,885 万元向和翌能源转让其持

有的武汉中能 100%股权；以暂定价人民币 42,281 万元向年昌投资转让其持有的

湖北合能 76.69%股权，武汉中能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一）担保基本情况 

鉴于青岛中天已通过协议方式将持有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的股权转让给和翌

能源、年昌投资。由于目前正处于过渡期内，中天能源、青岛中天与武汉中能、



湖北合能仍存续金融借款互保情形，为保证各方债务稳定性及公司正常经营，保

证各方在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具备金融机构所要求的贷款保证条件，各方在

平等自愿、权责对等的基础上，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经协商一致，签订《互相

担保合作协议》。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3月 12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天

能源、青岛中天与和翌能源（上海）有限公司、武汉中能、上海年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湖北合能签署<互相担保合作协议>的议案》，公司同意各相关方签署《互

相担保合作协议》。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主体各方基本情况 

（一）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 1035 号海航荣御大厦 1507 室 

法定代表人 黄博 

注册资本 136665.438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1123999563Q 

经营范围 

天然气（包括 CNG 和 LNG）的生产和销售，天然气储运设备的开发、制

造和销售，海外油气资产的并购、投资及运营，海外天然气及原油等相关

制品的进口分销。 

 

（二）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人和路 23 号 

法定代表人 黄博 

注册资本 33,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766725929N 

经营期限 2004-10-29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易燃气体；天然气[富含甲烷的]、液化石油气（以

上不含城镇燃气、成品油、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和禁止、限制、监

控化学品，仅限票据往来）；压力管道安装（GC 类、GC2 级无损检测分

包）（化学危险品经营许可证,压力管道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销售：燃气汽车改装装置、加油、加气站设备、

机械设备；燃料油（仅限重油、渣油）进出口、批发；压缩天然气、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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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设施的建设与经营；自有资金投资管理；绿色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润滑油的

批发和进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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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科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3,923,646,851.58 14,385,132,191.19 

负债总额 10,731,758,532.04 11,488,256,542.62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023,687,172.09 6,661,592,472.33 

净资产 3,191,888,319.54 2,896,875,648.57 

营业收入 3,420,096,380.59 1,077,719,858.52 

净利润 (724,769,896.36) -217,200,805.92 

 

（三）和翌能源（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和翌能源（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法定代表人 朱磊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HAW3056 

经营期限 2019-10-16 至 2049-10-15 

经营范围 

燃料油、润滑油、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

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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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海以歌投资管理中心持有和翌能源 99.9%股权，朱磊持有上海

以歌投资管理中心 100%股权，和翌能源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朱磊。 

 

（四）上海年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年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富民支路 58 号 A1-1243 室（上海横泰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沈筱华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572711772E 

经营期限 2011-04-18 至 2021-04-17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商务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

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商标代理（除专利代理），知识产权

代理（除专利代理），市场营销策划，计算机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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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自然人沈筱华持股 100%。 

财务状况：年昌投资为自然人持股 100%，注册资金为 1,000万元。 

经公司前期详细核查，沈筱华持有年昌投资 100%股权；朱磊持有上海以歌

投资管理中心 100%股权。沈筱华与朱磊为交易对手方实际控制人。 

上海以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以庆投资”）、上海裕

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裕国投资”）为年昌投资子公司；以

庆投资持有上海马孚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孚动力”）30%股份，裕

国投资持有马孚动力 19%股份；马孚动力持有浙江康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康投”）100%股份。 

（五）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赫山路特 1 号 

法定代表人 詹光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8933877X5 

经营期限 2006-08-02 至 2026-08-01 

经营范围 

压缩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以下经营范围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燃气汽车转化装置及汽车用压缩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的

生产和销售（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科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990,973,355.60 961,550,806.17 

负债总额 600,471,991.20 579,290,705.5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00,471,991.20 579,290,705.57 

净资产 390,501,364.40 382,260,100.60 

营业收入 367,364,467.56 89,562,712.05 

净利润 4,724,720.01 (8,242,839.59) 

 

（六）湖北合能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湖北合能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夏区安山镇安山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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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48125.53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5798760358N 

经营期限 2007-03-23 至 2027-03-22 

经营范围 

压缩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站场的建设；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压缩天然气和

液化天然气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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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科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842,093,447.96 990,845,831.65 

负债总额 294,378,814.85 439,975,310.06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79,447,802.93 303,144,298.14 

净资产 547,714,633.11 550,870,521.59 

营业收入 204,601,985.68 14,498,151.00 

净利润 11,817,240.00 3,155,888.48 

 

三、互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1：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和翌能源（上海）有限公司 

乙方 2：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 

丙方 1：上海年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 2：湖北合能燃气有限公司 

互保范围：截止本协议签署日，存续的甲方 1、2和乙方 2、丙方 2 之间金

融借款互相担保之情形；存续的通过质押乙方 2全部股权方式为甲方 2 提供借款

担保之情形。 

金额和期限：甲 1、2和乙方 2、丙方 2所担保贷款总金额原则上是对等的，

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作相应调整；甲 1、2、乙方 2、丙方 2 互保总额为人民币

3.35 亿元，在此额度内可一次或分次使用；自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协议后五年，

互保期限之内甲 1、2和乙方 2、丙方 2之间都有权向对方要求提供担保。 

互保解除：在各方完成标的资产的工商变更手续、过渡期结束时，或借款

届满一年后，各方应采取相应措施，解除之间金融借款互相担保之情形；本协议



所规定的互保额度与互保期限是总则性的，总金额范围与期限内的每一笔担保的

具体金额、保证期限、保证责任及生效条件等由相应的具体保证合同约定。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签署本次互保

协议，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3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