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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6         证券简称：ST 中天         公告编号：临 2020-04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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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子公司股权及签署互

保协议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238 号），现回复如下： 

一、公司前期公告，青岛中天拟以 3.89 亿元向和翌能源转让武汉中能 100%

股权，以 4.23 亿元向年昌投资转让湖北合能 76.69%股权。公告同时称，董事

会仅就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对公司经管层进行授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

出售武汉中能及湖北合能股权的主要考虑以及公司后续经营安排；（2）该事项

的后续决策程序，是否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3）股权转让的具体安排和目前

的进展；（4）结合交易对方的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在保护上市公司利益方面的安

排。请公司董事会、律师对此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1）出售武汉中能及湖北合能股权的主要考虑以及公司后续经营

安排； 

公司转让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的股权的主要考虑在于：降低总体负债，减

少财务费用支出，从而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由于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年亏损，如 2020 年继续亏损有可能

导致公司退市。根据 2019 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武汉中能亏损为 3,027 万

元人民币，湖北合能亏损为 1,672 万元人民币。因此为扭亏为盈，公司决定出

售武汉中能、湖北合能两家子公司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减少公司 6.84 亿

元人民币的债务，占公司贷款余额的 10.86%，为公司扭亏为盈起到积极作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贷款余额为 63 亿元人民币，2020 年全年需付利息金

额约为 3.77 亿元人民币（不含逾期利息）。出售武汉中能、湖北合能股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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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公司的总体财务风险，减少公司负债 6.84 亿元人民币。 

公司后续经营的重点工作在于：整合上游油气资产，调整油气资产质量，

使其具备盈利和自身偿还债务能力；发展成规模的石油天然气贸易，使上市公

司迅速形成销售收入及盈利，从而根本改变公司目前的经营基本面；抓紧两个

接收站核心资产的建设，使其能够尽快成为上市公司未来的经营基础和盈利的

核心亮点。为达到公司远期战略目标，以及近期扭亏为盈的目标，公司将根据

业务发展需要剥离亏损的终端销售公司。 

（2）该事项的后续决策程序，是否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经营管理层签

订本次转让武汉中能、湖北合能股权相关的协议并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事

宜。股权转让总价暂定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武汉中能、湖北合能合并账面净资

产，并根据经审计的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武汉中能、湖北合能合并账面净资产对

交易价格进行调整。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尚需以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最终确

定股权转让价格，届时将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本次交易后续程序无需经

过股东大会审议。 

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系 2015 年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投资项目“十里铺安全教育检查和综合培训管理服务中心项目”

（以下简称“十里铺项目”）、“安山镇 50 万立方米/日液化天然气工厂项目”（以

下简称“安山镇项目”）所在公司。十里铺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 5,028.43 万元人

民币，截至本公告日累计投入 3,391.56 万元人民币，剩余未投入资金为 1,636.87

万元人民币；安山镇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 32,323.53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日

已累计投入 30,014.42 万元，剩余未投入资金为 2,309.11 万元。目前，十里铺项

目和安山镇项目募集资金尚未按照使用预案全额投入，因青岛中天出让武汉中

能、湖北合能股权，中天能源将终止对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的资金投入并调整

募集资金用途。就剩余募集资金调整用途事宜，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3）股权转让的具体安排和目前的进展；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天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与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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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协议》

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百分之十（10%），完

成日前，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百分之五十（50%），完成日后的五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全部剩余转让款。在武汉中能、湖北合能

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或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期间，设置为过渡期。 

目前处于过渡期，受让方已各支付 20%股权转让款，并按照《补充协议》

约定，行使其管理者选择权并向武汉中能、湖北合能全面委派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掌握武汉中能、湖北合能及其附属公司的全部权属文件、财务文

件、技术资料、设备清单、交易协议、及其他一切与武汉中能、湖北合能有关

的文件原件。公司已不参与经营管理，也不派员在武汉中能、湖北合能担任任

何职务。 

（4）结合交易对方的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在保护上市公司利益方面的安排。

请公司董事会、律师对此发表明确意见。 

○1 本次交易系按照中天能源目前的战略进行的资产和业务结构调整。 

○2 本次交易的定价基于标的公司的市场价值，系交易各方市场化谈判的结

果。 

○3 本次交易按照中天能源的内部决策制度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4 受让方的股权结构如下： 

 

 

 

 

 

 

 

上述主体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前十名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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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手方为和翌能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翌

能源”）、上海年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年昌投资”）；和翌能源成立

时间不足一年，暂无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实际控制人为朱磊，年昌投资为

自然人持股 100%，注册资金为 1,000 万元，实际控制人为沈筱华。沈筱华与朱

磊为交易对手方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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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受让方提供的财务数据具体如下： 

                  年昌投资财务数据（合并）      单位：元 

 

科 目 
2018年 12月 31日

（未审计） 

2019 年 12月 31日

（未审计） 

2020年 1月 31日

（未审计） 

资产总额 432,473,467.84 566,361,873.34 566,312,900.28 

负债总额 424,694,252.21 558,955,151,60 558,938,306.4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24,694,252.21 558,955,151,60 558,938,306.44 

净资产 7,779,215.63 7,406,721.74 7,374,593.84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89,583.74 -372,493.89 -32,127.90 

 

*注：上海年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用于参股、投资其他企业的投资管理

公司，报告期内公司无营业收入。 

 

                 马孚动力财务数据（合并）      单位：元 

科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673,331,645.36 747,827,656.29 

负债总额 436,469,693.13 469,378,040.20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45259091-c67662721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45259091-c67662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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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36,469,693.13 469,378,040.20 

净资产 236,861,952.23 278,449,616.09 

营业收入 1,922,055,892.72 1,246,622,973.48 

净利润 41,149,521.62 41,857,663.86 

 

                   浙江康投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522,653,808.55 1,581,245,797.08 

负债总额 1,432,131,237.97 1,494,973,410.7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432,131,237.97 1,494,973,410.70 

净资产 90,522,570.58 86,272,386.38 

营业收入 1,823,497,366.54 393,652,659.66 

净利润 -3,759,011.22 -4,758,511.56 

根据以上财务数据，受让方在财务方面具有足够履约能力。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成员认为：公司转让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的股权有利于降低总体负

债，减少财务费用的支出，从而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公司通过整合及调整油气

资产质量和抓紧两个接收站核心资产的建设，使上市公司从根本改变经营基本

面。 

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董事会成员与经营管理层对转让武汉中能、湖北合

能的股权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并对交易方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本次

交易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转让子

公司股权的议案》，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签订本次转让武汉中能、湖北合能股

权相关的协议并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股权转让总价暂定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武汉中能、湖北合能合并账面的净资产，最终价格以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武汉中能、湖北合能合并账面的净资产对交易价格进行调整，并

确定最终股权转让价格，届时将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本次交易后续程序

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但因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系 2015 年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投资项目所在公司，目前，募集资金尚

未按照使用预案全额投入，因青岛中天出让武汉中能、湖北合能股权，中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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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将终止对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的资金投入并调整募集资金用途。就调整剩余

募集资金用途事宜，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对进行审议。 

在武汉中能、湖北合能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或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期

间，设置为过渡期。在过渡期间，受让方有权行使管理者选择权，目前，因武

汉中能、湖北合能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但通过上述协议的约定，并不影响控制

权实质性的转移。 

公司在交易目的、交易定价、受让方出资结构及财务能力等方面进行了核

查，在确定受让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后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内部决

策；交易整体安排保护了上市公司的利益。 

律师事务所意见： 

目前，标的公司股权的所有权及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已转至受让方。标

的公司的股权还处于司法冻结状态，暂时无法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但是，暂时

无法办理不会影响受让方对标的公司股权的所有权的有效性。 

本次交易协议安排合法、有效，相关协议条款得到履行，中天能源不再控

制标的公司。 

公司在交易目的、交易定价、受让方出资结构及财务能力等方面进行了核

查，在确定受让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后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内部决

策；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交易整体安排保护了上市公司的利益。 

二、青岛中天拟以 3.89 亿元向和翌能源转让武汉中能 100%股权，以 4.23

亿元向年昌投资转让湖北合能 76.69%股权。2018 年年报显示，武汉中能净资

产 4.34 亿元，湖北合能净资产 5.18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股权转让

的作价依据；（2）本次交易的收益确认时点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3）结

合标的资产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

见。 

【回复】（1）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 

经公司与受让方多轮谈判并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为目标公

司合并账面净资产价值。协议签订时，双方暂定采用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

计报表的合并净资产价值，且双方一致同意根据经审计的 2019 年 12 月 31 日目

标公司合并账面净资产对交易价格进行调整。2018 年年报及 2019 年半年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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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武汉中能及湖北合能净资产金额均为两家公司单体净资产价值，不含其

下属子公司，因此与交易价格并不一致。 

（2）本次交易的收益确认时点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收益确认时点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武汉中能、湖北合能 2019 年度的利润表仍将纳入上市公

司的合并利润表，因此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对上市公司 2019 年度的利润表项目无

影响，但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的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上市公司 2019 年的合并范

围，导致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的金额有一定金额的减少。 

武汉中能、湖北合能 2019 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合计为 1.41 亿，

仅占上市公司 2019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 10.76亿的 13.10%；武汉中能、

湖北合能 2019 年未经审计的合计总资产、总负债分别为 19.11 亿元、10.21 亿

元(抵消上市公司内部往来的合计总资产、总负债分别为 9.02 亿元、8.05 亿元)，

分别仅占上市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总资产的 6.05%、总负债的 8.70%。 

武汉中能与湖北合能营业收入及利润下滑的原因主要是 18 年下半年开始

上市公司资金紧张后，两家子公司逐步停止 LNG 贸易业务，只能保证 CNG 业

务的正常开展。2018 年两家公司上半年与下半年的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净利润 

武汉中能 18年上半年 25,279.00  21,083.77  16.60% 1,608.85  

武汉中能 18年下半年 11,243.02  9,066.38  19.36%  (1,136.38) 

湖北合能 18年上半年 13,888.73  12,327.40  11.24% 747.88  

湖北合能 18年下半年 6,571.47  5,830.48  11.28% 433.84  

武汉中能、湖北合能近三年财务盈利趋势变化如下： 

 武汉中能 湖北合能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1.23 亿 3.67 亿 6.43 亿 0.18 亿 2.05 亿 3.26 亿 

营业利润 -4288 万 34 万 8366 万 -1723 万 1577 万 2586 万 

净利润 -3027 万 472 万 6041 万 -1672 万 1182 万 1806 万 

 

可以看出，2018 年下半年逐步停止 LNG 贸易业务后，主营业务收入，净

利润均有明显下降，2019 年延续这种趋势，营业收入及利润继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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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能及其子公司账面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往来债权债务余额情况如下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债权类                              单位：万元 

债务单位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预付账款 合计 

宣城中能 214.53  -    -    214.53 

青岛中天 -    -    48,958.50  48,958.50 

长春中天 -    121.98  -    121.98 

合计 214.53  121.98  48,958.50  49,295.01 

债务类 

债权单位 其他应付款 应付股利 合计 

青岛中天 1,479.00  10,000.00  11,479.00 

长春中天北分 14.02  -    14.02 

青岛中天北分 450.00  -    450.00 

北京众能 2,404.07  -    2,404.07 

合计 4,347.09 10,000.00 14,347.09 

上述债权债务相互抵消后，武汉中能应收上市公司体系内公司的债权余额为

34,947.92万元。 

湖北合能及其子公司账面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往来情况如下表（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债权类                         单位：万元 

债务单位 其他应收款 预付账款 合计 

青岛中天  -     18,269.25  18,269.25 

长春中天中天  27,558.69   -    27,558.69 

长春中天北分  9.22   -    9.22 

北京众能  50.00   -    50.00 

合计  27,617.91   18,269.25  45,887.16 

债务类 

债权单位 其他应付款 应付股利 合计 

青岛中天  570.00   5,000.00  5,570.00 

长春中天  191.22   -    191.22 

合计  761.22   5,000.00  5,761.22 

上述债权债务相互抵消后，湖北合能应收上市公司体系内公司的债权余额为

40,125.94万元。 

为了提高上市公司体系内公司资金使用的总体效率，上市公司对各子公司

实行资金统借统还、内部集中调配使用的资金管控模式。同时为了增强公司对

外大宗采购的议价能力，公司对 LNG商品实行由子公司青岛中天进行统一采购、

再根据各子公司客户的实际需求量调配给各子公司的大宗商品采购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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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能、湖北合能对上市公司体系内公司形成的债权余额属于集团内资金统

筹调度、大宗商品统一采购等内部管理模式所形成的，主要发生在 2018 年 6月

份以前。预付账款形成的路径为：武汉中能、湖北合能将资金先行预付给青岛

中天，由青岛中天向上游供应商集中统一采购后再销售给武汉中能、湖北合能

并由其销售给最终客户。 

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的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与武汉中湖北合能展开 LNG

贸易业务合作。根据公司与受让方达成的共识，公司应将受让方支付的股权转

让款优先用于偿还对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的债务。截止日前，公司已将受让方

支付的 1.65亿股权转让款全部用于偿还对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的债务。公司后

续收到武汉中能及湖北合能的股权转让款余额也将主要用于偿还对武汉中能及

湖北合能的债务。 

因双方约定上述股权交易采用经审计的净资产金额作为交易对价，因此公

司用股权转让款清偿对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的债务的行为对上市公司利润没有

影响。 

（3）结合标的资产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请

会计师发表意见。 

武汉中能、湖北合能主要从事武汉市场的 LNG、CNG 的销售业务。近年

来由于受市场竞争激烈和资金紧张、财务费用高等主要原因，经营业绩连年下

滑，近三年来主要经营数据如下（其中 2019 年未经审计）： 

 武汉中能 湖北合能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1.23 亿 3.67 亿 6.43 亿 0.18 亿 2.05 亿 3.26 亿 

营业利润 -4288 万 34 万 8366 万 -1723 万 1577 万 2586 万 

净利润 -3027 万 472 万 6041 万 -1672 万 1182 万 1806 万 

本次转让武汉中能、湖北合能的股权后，对公司生产经营将产生如下积极

影响： 

○1 减少有息负债，每年减少财务费用支出，降低上市公司的总体财务风险； 

○2 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把公司有限的经营资源投入到油气资

产开发、潮州及江阴 LNG 接收站建设等上中游业务，符合公司经营战略。 

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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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认为，中天能源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完成后将减少上市公司有息负债，减少财务费用支出，降低了上市公司

财务风险；本次交易时点的确认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利润产生影

响。 

三、公司前期拟以持有的广东华丰中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55%股权替换

武汉中能为青岛中天提供的股权质押担保，该议案两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均被

否决。在此情况下，公司与和翌能源、武汉中能签署 3.35 亿元互保协议。请公

司补充披露：（1）签署互保协议的主要考虑，为拟出售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否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2）本次拟签署互保协议是否涉及相关方的融资

安排，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 

【回复】（1）签署互保协议的主要考虑，为拟出售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否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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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方签署《补充协议》，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

表之外的或有负债由青岛中天承担。由于目前处于过渡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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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武汉中能与湖北合能的担保金额合计为

6.84 亿元人民币，其中武汉中能在汉口银行借款 1.49 亿元，厦门农商行信用证

垫款 1 亿元，中信银行借款 9950 万元，华夏银行借款 2700 万元，渤海银行借

款 490 万元，合计 3.80 亿元。湖北合能在金谷信托借款 1.38 亿元，建设银行借

款 1.37 亿，昆仑银行借款 2900 万，合计 3.04 亿。武汉中能及湖北合能为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合计 3.35 亿元人民币。受让方将会通过偿还部分

武汉中能与湖北合能的借款、用其他资产或公司替换上市公司担保、为上市公

司提供额外担保等手段，使得双方互相担保金额趋于一致。 

截至目前武汉中能、湖北合能为上市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3.35 亿元人民

币，而上市公司为武汉中能、湖北合能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6.84 亿元，有可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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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增加或有负债，公司将通过后续沟通消除或通过增加互保金额来消除

对上市公司的不利影响。由于上市公司为武汉中能、湖北合能提供的担保金额

大于武汉中能、湖北合能为上市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有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为保证上市公司利益，各方目前达成口头协议，计划 2020 年下半年增加互

保额度并签署《互相担保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使双方互保金额趋于一致，以

保证上市公司利益。因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后续增加互保金额方案仍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为拟出售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在充分尊重协议各方，并将经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做出的决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2）本次拟签署互保协议是否涉及相关方的融资安排，是否存在应披露

未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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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担保金额为 3.35 亿元（人民币，下

同）人民币，期限最长不超过五年，其中：○1 武汉中能、湖北合能为青岛中天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申请的 1.35 亿元贷款重新约期业务

提供担保；○2 武汉中能股权以最高额 2 亿元为青岛中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申请调整借款期限业务提供质押；○3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中天为湖北合能向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 1.38 亿

元贷款展期业务提供担保。本议案中所列担保均为存续担保且尚需经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将于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披露

相关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 

四、公司公告披露，公司拟为青岛中天等全资子公司提供 50 亿元担保用

于贷款展期，公司目前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2.97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71.35%，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7.06 亿元。请公司针对债务状况、

逾期担保等事项，说明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偿还或续贷措施，并充分提示相关风

险。 

【回复】公司就本次审议事项现有存量贷款为：青岛中天向建行四方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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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102,030万元人民币借款；亚太能源向建行四方支行申请 8951.95万美元（约

6.25 亿人民币）；建行四方支行为 Long Run Exploration Ltd 向建行多伦多支行

开具七年 4.54 亿加元（约 24.52 亿元人民币）保函；Sinoenergy oil investment Ltd

向建设银行首尔分行申请 3,880 万美元借款（约 2.47 亿元人民币），合计约 43.44

亿元人民币，其中青岛中天及亚太能源借款均将于 2020 年到期。为使公司资金

能够应用于海外贸易、项目建设等可实现盈利的业务，恢复公司盈利能力，公

司拟为青岛中天等全资子公司提供 50 亿元担保用于贷款展期。 

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1 积极协调借款人并保持积极沟通，争取借款人

的理解与支持，通过续贷、转贷等形式，为公司改善资金状况、恢复公司融资

能力赢得时间，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将基本解决 2020 年

上半年到期担保；○2 通过加快处置非主业资产，改善公司资金的流动性；○3 加

强海外油气资源开发力度，改善经营业绩；○4 推进潮州、江阴 LNG 接收站工程

建设并争取早日投入运营；○5 恢复贸易业务，改善公司现金流，提升公司业绩。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2.97 亿元人民币、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53.47亿元人民币，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7.06亿元人民币。

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 149.15 亿元，净资产为 56.58 亿元，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7.94%，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1.29%，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2020 年 1 月份，公司发布业绩预告，称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 亿元到-29 亿元。公司将面临因连续 2 年亏损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请公司向市场和投资者充分揭示上述风险。 

【回复】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预计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了《关

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临 2020-016）、

2020 年 2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风

险提示性公告》（临 2020-032）。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向市场和投资

者充分揭示风险，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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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