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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6         证券简称：*ST 中天       公告编号：临 2021-021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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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

司、浙江兴腾能源有限公司、宣城市中能汽车燃气有限公司、江苏中能

燃气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即将到期存量担保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4,100 万元，已实际

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4,100 万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提供对外担保累计逾期金额为 12.90 亿元人民币。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因公司部分存量担保在 2021 年度即将到期，公司拟将 2021 年度为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即将到期存量担保统一提交董事会审议，金额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 34,1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具体担保情况预计如下： 

序

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被担保人与担保

人的关系 

预计担保金额 

（万元） 
原担保到期日 

1 

中兴天恒能源科

技（北京）股份公

司 

青岛中天能

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8,000 2021年 6月 27日 

2 中兴天恒能源科 浙江中天能 间接控股子公司 500 2021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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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年 3月 1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1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技（北京）股份公

司 

源有限公司 

3 

中兴天恒能源科

技（北京）股份公

司 
浙江兴腾能

源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子公司 

1,000 2021年 4月 24日 

浙江中天能源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4 

中兴天恒能源科

技（北京）股份公

司 

宣城市中能

汽车燃气有

限公司 

间接全资子公司 

2,200 2021年 5月 12日 

青岛中天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 

中兴天恒能源科

技（北京）股份公

司 
江苏中能燃

气有限公司 

间接全资子公司 

2,400 2021年 11月 20日 

无锡东之尼燃气

有限公司 
母公司 

- 合计 - - 34,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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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西九六夼村 1680号 31号楼 8

户 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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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23234726-c232323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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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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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568152138M 

经营期限 2011-01-07至 206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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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注：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孙公司 

3、浙江兴腾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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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2,27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24MA28F4KF0N 

经营期限 2016-05-17至 203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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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619,114.02  611,993.50 

负债总额 565,553.81  578,493.16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64,707.64 577,646.99 

资产负债率 91.35% 94.53% 

净资产 53,560.21 33,500.34 

营业收入 401.74 - 

净利润 -10,178.96 -20,0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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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6,388.66 5,710.02 

负债总额 1,936.59 1,108.08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936.59 1,108.08 

资产负债率 30.31% 19.41% 

净资产 4,452.07 4,601.94 

营业收入 8,059.65 3,586.04 

净利润 -3,649.17 149.87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23234726-c232323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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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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科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5,040.71  5,700.05 

负债总额 1,083.16 1,530.75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083.16 1,530.75 

资产负债率 21.49% 26.86% 

净资产 3,957.54 4,169.30 

营业收入 3,624.82 4,026.84 

净利润 -855.1 211.76 

注：浙江兴腾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重孙公司 

4、宣城市中能汽车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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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800799822792H 

经营期限 2007-03-26至 2027-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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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注：宣城市中能汽车燃气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5、江苏中能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江苏中能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109号 3幢 304 室 

法定代表人 黄博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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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4,123.24  3,761.78  

负债总额 4,482.65  4,190.98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482.65  4,190.98  

资产负债率 108.72% 111.41% 

净资产 -359.41  -429.20  

营业收入 2,094.81  1,430.63  

净利润 -4,010.69  -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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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686735238K 

经营期限 2009-05-19至 202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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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合成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销售；橡胶制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

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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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8,806.35 9,171.82 

负债总额 13,162.96 13,749.83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3,162.96 13,749.83 

资产负债率 149.47% 149.91% 

净资产 -4,356.61 -4,578.01 

营业收入 8.73 3,496.43 

净利润 -12,316.93 -221.40 

注：江苏中能燃气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相关主体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过往协议仍在有效期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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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管理层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预计的担保总额度内办理

具体事宜，同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书面授权代表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担保

合同等各项法律文件，超出授权范围外的其他事项，公司将另行履行相应的决策

程序。 

（三）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浙江兴腾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该两家公司的其他股东方因资金等原因无法提供担保，因此，为维护上市公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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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公司经管层将尽快与这两家公司的相关股东沟通以其其他资产为该两家公司

的融资提供担保或提供资金支持。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待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有效期至公司下一年度股东大会

或审议年度担保预计的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日止。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

司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述担保事项经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授权公司相关人员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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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56.56亿元，占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50.65%，占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829.33%。公司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累计逾期金额为 12.90亿元人民币。 

2、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日前，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累计逾期金额为 12.90 亿

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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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