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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6           证券简称：ST 中天         编号：临 2020-057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天能源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确认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

天”）、亚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能源”）、宣城市中

能汽车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城中能”）、江苏中能燃气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中能”）。 

 担保金额：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上述

下属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 398,842.95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2：广东华丰中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

华丰”）、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天”）、浙江兴

腾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兴腾”）、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泓海”）、Long Run、Sinenergy Oil。 

 担保金额：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上述

下属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 408,620.86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逾

期金额为 7.86 亿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生产经营

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提高决策效率，

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之间互相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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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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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总计不超过 398,842.95 万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可在循环担保（不含单独上

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金额）额度内分次申请。 

（二）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 408,620.86 万元。 

以上担保事项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

下,授权董事会办理具体的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项融资担保、与相关

当事方签署担保协议、办理担保相关手续）。后续如控股子公司之间需互相调整

担保额度，需另行履行决策程序。 

该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三）2020年 4 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中天能源 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确认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具体担保明细 

（一）公司截至 2019 年 4月 29 日存量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金额 

1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

天石油天然气、邓天洲、黄博 

青岛中天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行青岛

分行 

14,370.00 

2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合

能、武汉中能、邓天洲、黄博 

青岛中天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农行青岛

支行 

9,900.00 

3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

天资产 

青岛中天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行青岛

支行 

102,030.00 

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

天资产、邓天洲、黄博 

青岛中天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行高科

园支行 

28,000.00 

5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

天石油天然气、邓天洲、黄博 

青岛中天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

青岛分行 

7,300.00 

6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

天资产 

青岛中天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银行 4,980.00 

7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中天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发青岛

分行  

6,387.85 

8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中天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包商包头

分行  

19,929.88 

9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

天资产 

亚太能源 建行青岛

支行 

63,425.45 

10 武汉中能、邓天洲、黄博 长春中天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北京支行 

4,7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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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邓

天洲、黄博 

长春中天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恒丰武汉

分行 

17,454.04 

12 邓天洲、黄博、陈方、宁晓艳 长春中天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北京

支行  

12,072.50 

13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

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中能 交通银行

宣城分行 

2,480.00 

1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

天资产、无锡东之尼、邓天洲、黄博 

江苏中能 江苏银行

迈皋桥支

行 

2,797.59 

15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邓天洲、

黄博、詹申槐 

浙江中天 民生银行

嘉兴分行 

993.49 

16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

天、邓天洲、黄博 

浙江兴腾 民生银行

嘉兴分行 

993.94 

17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泓海 浦发江阴/

交行无锡 

32,996.67 

18 Calgary Sinoenergy Investment CORP. Long Run  建行多伦

多支行 

199,565.59 

19 青岛中天石油投资 Sino oil  建设银行

首尔分行 

27,067.84 

合计 - - - 557,463.81 

    

 （二）2020 年预计新增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拟担保人 拟被担保方 金 额 

1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天石油天然

气、邓天洲、黄博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4,370.00 

2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合能、武汉中

能、邓天洲、黄博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9,900.00 

3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天资产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02,030.00 

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天资产、邓

天洲、黄博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8,000.00 

5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天石油天然

气、邓天洲、黄博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7,300.00 

6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天资产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4,980.00 

7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6,387.85 

8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9,929.88 

9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天资产 亚太能源 63,425.45 

10 武汉中能、邓天洲、黄博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 4,718.97 



 第 4 页 共 8 页 

限公司 

11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邓天洲、黄博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17,454.04 

12 邓天洲、黄博、陈方、宁晓艳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12,072.50 

13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中能 2,480.00 

1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天资产、无

锡东之尼、邓天洲、黄博 

江苏中能 2,797.59 

15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邓天洲、黄博、詹

申槐 

浙江中天 993.49 

16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天、邓天洲、

黄博 

浙江兴腾 993.94 

17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泓海 32,996.67 

18 Calgary Sinoenergy Investment CORP. Long Run  199,565.59 

19 青岛中天石油投资 Sino oil  27,067.84 

20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70,000.00 

21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丰 120,000.00 

22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泓海 60,000.00 

合计 - - 807,463.81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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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人和路 105号 

法定代表人：黄博 

注册资本：33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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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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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6,191,140,198.27元、负债总额 5,655,538,066.52 元、净资产 535,602,131.75

元、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4,017,424.72元、净利润 -256,543,779.72 元（经

审计） 

（二）公司名称：亚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境外 

公司编号：2025127 

公司类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亚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1,042,409,312.85 元、负债总额 852,203,216.18 元、净资产 190,206,096.67

元、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0万元、净利润-58,571,703.31元（经审计） 

（三）公司名称：宣城市中能汽车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城路 

法定代表人：汪应炎 

注册资本：1000 万 

经营范围：汽车用压缩天然气的加工和销售（限分公司经营）；燃气汽车转

换装置销售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其它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推广；液化天

然气的充装、销售。（以上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或批准件经营）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宣城市中能汽车燃气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41,232,371.23元、负债总额 44,826,509.78 元、净资产-3,594,138.55 元、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20,948,079.04 元、净利润-40,106,946.85元（经审计） 

（四）公司名称：江苏中能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郁金香路 17号 

法定代表人：黄博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天然气经营；食品销售；（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燃气汽车转

换装置的生产和销售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燃气汽车加气站的建设；其他清洁

能源的开发、利用、推广；汽车零配件、日用百货销售；一般危化品：丙烯、一

氧化碳和氢气混合物、乙烷、天然气[富含甲烷的]（此品种仅限作为化工原料等

非燃料用途的经营）（不含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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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经营场所不得存放危化品；不得储存）；燃料油、沥青、润滑油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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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江苏中能燃气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47,383,513.68

元、负债总额 145,774,378.85 元、净资产-98,390,865.17 元、2019年度的营业

收入为 53,653,186.02 元、净利润-134,065,265.51 元（经审计） 

（五）公司名称：广东华丰中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饶平县所城镇龙湾村 

法定代表人：梁国湛 

注册资本：32000 万元 

经营范围：液化天然气储配站及管道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液化天然气及

天然气利用项目、天然气相关行业的投资经营及咨询服务；液化天然气销售；液

化天然气项目相关设施配套设备的销售、维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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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广东华丰中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427,736,718.19元、负债总额 96,387,685.27 元、净资产 331,349,032.92 元、

2019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3,809,524.00元、净利润-6,093,323.73元（经审计） 

（六）公司名称：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禾兴大厦 808室 

法定代表人：詹申槐 

注册资本：227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瓶装燃气（工业用液化天然气）的直拨直销。（分支机构经营场

所设在：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紫宇路 428号）企业管理服务；燃气技术咨询、推

广、应用及服务；自有设备租赁；建筑物燃气系统设计；建筑物管道疏通服务。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63,886,608.20

元、负债总额 19,365,890.39 元、净资产 44,520,717.81 元、2019 年度的营业

收入为 80,596,480.67 元、净利润-36,491,740.56 元（经审计） 

（七）公司名称：浙江兴腾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华埠镇江东南路 2号 1008室 

法定代表人：詹申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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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27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天然气[富含甲烷的]、液化石油气（以上产品仅限工业使用）批

发（无储存）（凭合法有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燃气设备、蒸汽销售；

燃气设备租赁；分布式能源系统及节能技术开发、服务、咨询、转让；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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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浙江兴腾能源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50,407,066.39

元、负债总额 10,831,635.53 元、净资产 39,575,430.86 元、2019 年度的营业

收入为 36,248,197.52 元、净利润-8,551,823.40 元（经审计） 

（八）公司名称：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阴市德宝路 9号 

法定代表人：敖宇 

注册资本：33,33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天然气及其它清洁能源的综合利用；船用 LNG加注站的建设及经

营；天然气应用的技术咨询及推广；利用自有资金对天然气加气站的投资与经营；

天然气（不含作为化工原料等非燃料用途的天然气）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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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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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1,373,908,961.71元、负债总额 1,034,974,780.48 元、净资产 338,934,181.23

元、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0万元、净利润-47,976,237.60元（经审计） 

（九）公司名称：Long Run 

公司性质：海外公司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Long Run的资产总额 5,215,902,094.55 元、负债

总额 6,919,587,181.83 元、净资产-1,703,685,087.28 元、2019 年度的营业收

入为 685,568,229.21 元、净利润-2,788,366,999.93 万元（经审计） 

（十）公司名称：Sinenergy Oil 

公司性质：海外公司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Sinenergy Oil 的资产总额 8,106,456,973.51 元、

负债总额 8,788,618,865.34 元、净资产-682,161,891.83 元、2019 年度的营业

收入为 685,568,229.21 元、净利润-2,733,693,804.58 元（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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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议担保的主要内容 

相关主体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总额仅为预计发生额，尚需

银行或相关机构审核同意，担保金额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事项，公司将根据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能

力、资金需求并结合市场情况和融资业务安排，择优确定融资方式，并严格按照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履行相关担保事项，控制公司财务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此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下属全资子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对于下属全资子公司的互相担保，能对其经营进行有

效监控与管理，此次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于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亦在财务风

险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提请公司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对外担保额度确认议案的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

属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上市公

司所属下属公司的融资能力，系出于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与中国证

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

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对外担保金额为 55.75 亿元，担

保逾期金额为 6.05亿元。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