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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冷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有关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深冷股份

本次为关联方榆神工业园区长天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天公司”）提供担

保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因经营需求，参股公司长天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借款，并拟由公司为长

天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 2 年，该担保额度

包括： 

（1）公司已为长天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浙商

银行”）借款 5,000 万元提供担保。该担保事项经 2017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事项参见公司 2017 年 11 月 8 日、

11 月 28 日、2018 年 12 月 8 日刊载于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 

（2）长天公司拟向陕西神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农

商银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拟由本公司为该笔贷款提

供担保。 

被担保方长天公司为上市公司关联方，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2、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以同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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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榆神工业园区长天天然气有限公司

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文向南先生、崔治祥先生受公司委派分

别在长天公司担任董事、监事职务，2 位董事作为关联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该

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由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对外担

保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董事会已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全权处

理担保事项具体事宜并签署本次担保事项相关的协议。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前次股东大会审批的对长天公司的对外担保的额度即终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名称：榆神工业园区长天天然气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4 月 25 日 

注册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府经济开发区榆神工业区清水工业园区西经三路

东侧 

法定代表人：王敏 

注册资本：9,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天然气调峰气库建设、LNG（液化天然气）的生产、运输、销售

（筹建）。 

该公司为深冷股份的参股公司，深冷股份持有其 10%的权益，深冷股份委派

董事文向南在长天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委派董事崔治祥在长天公司担任监事职务。 

2、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陕西长策投资有限公司 4,590 51% 

何瑞礼 1,530 17% 

陕西长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350 15% 

成都深冷液化股份设备有限公司 900 10% 

神木县海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630 7% 

https://www.qixin.com/company/d8b7da71-6b3d-43d5-903f-c91342be6675
https://www.qixin.com/search/?key=%E4%BD%95%E7%91%9E%E7%A4%BC&scope=2
https://www.qixin.com/company/f214de13-0537-497e-b06f-3ac953cb186b
https://www.qixin.com/company/3b90d613-0ac3-4166-b0ed-e9f9d44d74eb
https://www.qixin.com/company/8e57dd63-7536-46a3-85fa-ebcd18d8a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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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除本公司以外的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除共同投资长天公司以外的关联

关系，上述除本公司以外的股东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 

3、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长天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 24,655.69 万元、负债总额

15,655.69 万元、净资产 9,000.00 万元。经银行贷前审查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查

询，长天公司银行贷款为 5,000 万元、无担保、抵押事项。长天公司主要资产为

日产量 80 万方的天然气液化装置，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液化天然气 17.59 万吨，

按 LNG 液化天然气 3,000 元/吨计算达产后销售收入约 5.28 亿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长天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 2

年，该担保额度目前包括： 

（1）公司已为长天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浙商

银行”）借款 5,000 万元提供担保。该担保事项经 2017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事项参见公司 2017 年 11 月 8 日、

11 月 28 日、2018 年 12 月 8 日刊载于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 

（2）长天公司拟向陕西神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农

商银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拟由本公司为该笔贷款提

供担保。 

2、长天公司拟与公司签署《委托担保协议》，长天公司及长天公司其他股东

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长天公司及长天公司其他股东向公司提供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反担保，长天公司其他股东已将其所持有的长天公司股权（以下简称

“质物”）全部质押予公司，为公司设立第一顺位的质权。 

3、本次公司对关联方银行贷款之担保协议、反担保协议尚在与银行沟通中，

除公告内容外的其他条款尚未最终确定，尚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与

相关方签署最终协议，故本次担保及反担保协议的条款存在修改或调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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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担保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本次为长天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94%。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1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94%，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本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上市公司影响 

长天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本次对其提供担保对长天公司持续经营和未

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为长天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审议；本次担保除上市公司为长天公司提

供担保外，长天公司及长天公司其他股东均会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长天

公司及长天公司其他股东会向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反担保，长天公司其

他股东已将其所持有的质物全部质押予公司，为公司设立第一顺位的质权，本次

担保风险较为可控。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94%，金额较大，如长天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借款，上市公司因连带担保责任需

承担担保损失，存在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 

六、公司决策程序 

本次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履行监

事会审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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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会意见 

（1）公司参股公司长天公司液化天然气装置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液化天

然气生产业务属于清洁能源领域，受国家环保政策的支持液化天然气价格稳中有

升，项目建成后业绩预期良好，向银行申请贷款有利于促进其主营业务发展，提

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2）公司持有长天公司 10%权益，长天公司其他股东已将持有的长天公司

权益全部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公司能够对长天公司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

管理，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不构成重大影响。因此，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经初步审阅《关于为榆神工业园区

长天天然气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其相关文件，我们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为榆神工业园区长天天然气

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交易相关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

决程序合法合规，对该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持有长天公司 10%权益，长天公司其他股东已将持有的长天公司权

益全部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公司能够对长天公司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

理，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不构成重大影响。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截止披露日，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本次对外

担保不属于违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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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履行监事会审议程

序。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等法规和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公司对关联方银行贷款之担保协议、反担保协议尚在与银行沟通中，

除公告内容外的其他条款尚未最终确定，尚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与

相关方签署最终协议，故本次担保及反担保协议的条款存在修改或调整的可能性，

具体担保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3、深冷股份为持有 10%权益的关联方长天公司的合计 1.5 亿元银行贷款提

供全额担保是为了解决其正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长天公司其他股东未按照对

长天公司的持股比例向长天公司提供相应担保，但已将持有的长天公司权益全部

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反担保质物为长天公司其他股东持有的长天公司的

股权。长天公司净资产为 9,000 万元人民币，低于担保借款 15,000 万元。长天公

司未来若无法偿还贷款，长天公司的权益的价值可能下降，反担保质押物价值可

能存在无法覆盖公司对外担保风险敞口的风险。 

故本保荐机构同意上市公司本次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该事项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本次对外担保及反担保相关协议尚未签署，请公司和上市

公司股东注意本次担保潜在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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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向晓娟  孙鹏飞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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