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856

证券简称： *ST 中天

公告编号：临 2020-108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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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亚太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Long Run Exploration Ltd。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本次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全资子
公司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天”）及亚太
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清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四方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提供担保额为 8
亿元人民币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已为青岛中天及亚太能源在建行青岛四
方支行提供担保额为 50 亿元人民币连带责任担保；
2、控股子公司 Calgary Sinoenergy 拟以其持有的 Long Run Exploration
Ltd（以下简称“Long Run”）全部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 Long Run 拟
以其持有的全部油气资产为青岛中天在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办理的合计
58 亿元人民币信贷业务提供抵押保证及质押保证；
3、Long Run 拟使用青岛中天信贷额度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并拟以 Long Run 持有的全部油气资产及
CalgarySinoenergy 持有的 Long Run 全部股权提供抵押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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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
份有限公司/亚太清洁
限公司
能源有限公司
Calgary
Sinoenergy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Long Run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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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Run
/Calgary Sinoenergy
/Long Run

拟担保金额
（万元）

货币单位

80,000

人民币

580,000

人民币

200,000

人民币

1、青岛中天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亚太清洁为青岛中天全资子公司，本次担
保为公司为青岛中天及亚太能源拟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信用额度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连同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为青岛中天及亚太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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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的议案》中 50 亿元人民币额度，青岛中天及亚太能
源拟合计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信用额度不超过 58 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不
超过 36 个月，若青岛中天及亚太能源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协议变更主合同条款
（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或增加债权本金金额等），公司同意对变更后的主合同
项下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止，相关合同尚未签署，该事项需经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待相关合同签署且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在指定媒体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2、青岛中天为公司全资子公司，Calgary Sinoenergy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Long
Run 为 Calgary Sinoenergy 全资子公司。Calgary Sinoenergy 拟以其持有的 Long
Run 全部股权、Long Run 拟以其持有的全部油气资产为青岛中天在建行青岛四
方支行办理的合计 58 亿元信贷业务提供抵押保证及质押保证，担保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止，相关合同尚未签署，该事项需经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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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待相关合同签署且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在指定媒体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3、Long Run 拟通过使用青岛中天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办理的信用额度，向建
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专项用于偿还存量内保外贷。贷款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20 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3 年。公司、青岛中天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Long Run 拟以其持有的全部油气资产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
子公司 Calgary Sinoenergy 拟以其持有的 Long Run 全部股权为上述贷款提供
质押担保，本次贷款担保方式与 Long Run 拟使用的青岛中天在建行青岛四方支
行办理的信贷业务一致，未增加新的担保措施。
截至本公告日止，相关合同尚未签署，该事项需经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待相关合同签署且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在指定媒体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7 月 16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青
岛中天及亚太能源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申请信贷业务提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拟以 Long Run 公司持有的全部油气资产及其股权为青岛
中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申请信贷业务提供抵押保证及
质押的议案》《关于 Long Run 使用青岛中天信贷额度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
流动资金贷款并拟以 Long Run 持有的全部油气资产及 CalgarySinoenergy 持有
的 Long Run 全部股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以上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担保事项相关合同尚未签署，待签署完毕且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将在指定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亚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亚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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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1 月 13 日

公司编号

2025127

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科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042,409,312.85

1,058,626,835.26

负债总额

852,203,216.18

870,951,583.1

852,203,216.18

870,951,583.1

190,206,096.67

187,675,252.16

0

0

-5,8571,703.31

-5,374,582.21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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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人和路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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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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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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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科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6,191,140,198.27

6,058,863,647.22

负债总额

5,655,538,066.52

5,562,421,481.57

5,647,076,404.3

5,553,959,819.35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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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535,602,131.75

496,442,165.65

4,017,424.72

0

-256,543,779.72

-39,159,966.101

（三）Long Run Exploration Ltd
企业名称

LONG RUN EXPLORATION LTD

注册地址

加拿大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9 年 9 月 14 日

公司编号

2018396933

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科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5,215,902,094.55

4,777,970,341.26

负债总额

6,919,587,181.83

6,527,606,628.17

2,691,521,614.1

2,632,465,445.66

-1,703,685,087.28

-1,749,636,286.91

685,568,229.21

126,571,001.21

-2,788,366,999.93

-161,674,131.29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Long Run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中天石油投资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公
司持有青岛中天石油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 50.2604%。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不含本次））50.20 亿元人
民币，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0.20 亿元人民币、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6.29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52.01%；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3.93 亿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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