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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6         证券简称： ST 中天       公告编号：临 20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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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宣城市中能汽车燃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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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担保额为 1.35 亿元人民币最高

额担保；公司拟为青岛中天及亚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

清洁”）提供担保额为 50 亿元人民币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拟为浙江中

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天”）及其全资子公司浙江兴腾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兴腾”）提供担保额为 1,988万元人民币

担保；公司拟为全资孙公司宣城市中能汽车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

城市中能”）提供担保额为 2,480万元人民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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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拟担保金额 

（万元） 
货币单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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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 人民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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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清洁

能源有限公司 

500,000 人民币 

3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 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 1,988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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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司/浙江兴腾能源有限

公司 

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宣城市中能汽车燃气

有限公司 
2,480 人民币 

 

1、青岛中天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为公司为青岛中天贷款重新约期

进行担保。拟借款金额为 9,900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邓天洲先生、黄博先生、

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湖北合能燃气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青岛中天拟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申请贷款重新约期，根据农总行规定，

担保合同签署金额为借款金额的 1.35 倍，公司拟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四方支行签署 1.35 亿元最高额担保合同。 

截至本公告日止，相关合同尚未签署，该事项需经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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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清洁为青岛中天全资子公司，本次担

保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天及亚太清洁办理展期及调整借款期限业务进行

担保。青岛中天及亚太清洁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办理展

期及调整借款期限业务，贷款金额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由公司、青岛中天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邓天洲先生、黄博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亚太清洁能源有限

公司使用授信时追加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由武汉中能

燃气有限公司股权提供最高额 2亿元人民币质押。 

截至本公告日止，相关合同尚未签署，该事项需经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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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浙江中天及浙江兴腾进行担保。浙江中天及其全资

子公司浙江兴腾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申请重整授信，用于借

新还旧。授信金额为 1,988万元人民币，借款利率不超过 6.5%，期限为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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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邓天洲先生、黄博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浙江兴腾使用授信时追加浙

江中天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止，相关合同尚未签署，该事项需经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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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拟为全资孙公司宣城市中能进行担保。宣城市中能拟向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宣城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用于借新还旧。借款金额不超过

2,48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由公司、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截至本公告日止，相关合同尚未签署，该事项需经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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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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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重新约期业务提供

担保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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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

和浙江兴腾能源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嘉兴分行申请重整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关于为宣城市中能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分行申请借新还旧业务提

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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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567,248,264.32 1,607,379,163.625 

负债总额 1,302,066,963.90 1,335,449,151.488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302,066,963.90 1,335,449,151.488 

净资产 265,181,300.42 271,930,012.137 

营业收入 663,770,095.56 -    

净利润 16,057,072.86 -1,244,29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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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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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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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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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54,837.30 101,016,567.45 

负债总额 35,515,124.67 22,267,745.8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5,515,124.67 22,267,745.87 

净资产 111,439,712.63 78,748,821.58 

营业收入 173,705,696.51 61,549,432.13 

净利润 -35,575,556.26 -2,263,636.79 

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87%。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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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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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23234726-c232323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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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83,817,283.03 82,876,656.86 

负债总额 47,304,474.73 45,748,102.5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7,304,474.73 45,748,102.50 

净资产 36,512,808.30 37,128,554.36 

营业收入 47,520,747.74 15,981,963.26 

净利润 480,590.98 615,7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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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7 亿元人民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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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4.50%；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7.06亿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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