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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6        证券简称： *ST 中天     公告编号：临 20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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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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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7月 20 日披露

了《关于拟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8）。经事后核

查及与相关方沟通，该公告中相关信息更正如下： 

 

更正前：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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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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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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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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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清洁

能源有限公司 

80,000 人民币 

2 
Calgary Sinoenergy 
/Long Run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580,000 人民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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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gary Sinoenergy 

/Long Run 

Long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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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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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页 共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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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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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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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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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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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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清洁

能源有限公司 

80,000 人民币 

2 
Calgary Sinoenergy 
/Long Run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80,000 人民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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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gary Sinoenergy 

/Long Run 

Long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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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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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能源”）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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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用额度不超过 8

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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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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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签署的担保合同及相应的补充协

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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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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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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该公告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7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