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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0-126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不能偿还大额到期债务本息的风险 

按照公司此前与银团签署的相关协议，并购贷款中的 18.84 亿美元将于 2020 年 11

月底到期，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9.35%；公司已暂缓支付 2020 年内到期

的部分并购贷款利息（截至目前，累计应付未付银团并购贷款利息金额约 4.71 亿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76%）。尽管公司根据初步磋商结果已经向银团

正式提交了调整贷款期限结构的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银团展期手续尚在审核中，

公司还未获得银团确定同意的批复文件，亦未就此与银团签署相关协议，存在贷款到期

且未能成功展期而公司无法及时、足额偿付导致违约的可能性。 

公司正在结合经营计划、股权融资计划与银团就展期等事宜进行积极磋商，公司和

控股股东层面仍在积极开展战略投资者引入等相关工作，相关事项未来若有更新进展，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业绩持续亏损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因主营产品销售数量与销售价格的下降、财务费用的大幅增加以及对前期并购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等因素影响，公司 2019 年以及 2020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均为负值。公司长期看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但是 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

内蔓延，全球经济因此遭受重创，短期内或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类电子产品等下游行业

造成冲击，加之行业周期性调整，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融资进展等均受到较

大影响，各种不确定因素叠加将可能导致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继续亏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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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有权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

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以区别于其他股票，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由于

公司 2019 年净利润为负，如果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无法出现大幅提升，实现扭亏为盈，

在公司披露经审计的《2020 年年度报告》后存在被深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可能性。 

 

近日，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天齐锂业”）收

到了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

板问询函【2020】第 20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本着勤勉尽责和诚实

守信的原则，先后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风险提示公告》、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

的《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 9 月

30 日披露的《风险提示公告》和 2020 年 11 月 14 日披露的《重大风险事项进展公告》

里对“到期的并购贷款及可能存在逾期的风险”等相关事项进行了陈述和披露。根据深

交所的要求，公司就《问询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分析说明，现就《问询

函》所列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本回复中使用的相关公司名称释义如下：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本公司、公司、

天齐锂业 
指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466） 

天齐集团 指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天齐 指 成都天齐锂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苏天齐 指 天齐锂业（江苏）有限公司，成都天齐之全资子公司 

天齐资源 指 天齐锂业资源循环技术研发（江苏）有限公司，江苏天齐之全资子公司 

TLH 指 英文名：Tianqi Lithium Holdings Pty Ltd，成都天齐之全资子公司 

TLA 指 英文名：Tianqi Lithium Australia Pty Ltd，TLH 之全资子公司 

TLK 指 Tianqi Lithium Kwinana Pty Ltd，TLA 之全资子公司 

重庆天齐 指 重庆天齐锂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天齐之控股子公司 

天齐芬可 指 
天齐芬可有限公司，英文名：Tianqi Finco Co.,Limited，公司间接全资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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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鑫隆 指 天齐鑫隆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TLAI2/SPV2 指 Tianqi Lithium Australia Investments 2 Pty Ltd.，天齐鑫隆之全资子公司 

TLAI1/SPV1 指 Tianqi Lithium Australia Investments 1 Pty Ltd.，TLAI2 之全资子公司 

天齐智利/ITS 指 Inversiones TLC SpA，TLAI1 之全资子公司 

盛合锂业 指 四川天齐盛合锂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射洪天齐 指 
天齐锂业（射洪）有限公司（原名为：射洪天齐锂业有限公司），公司全

资子公司 

天齐锂业香港 指 
天齐锂业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Tianqi Lithium HK Co.,Limited，成都天

齐全资子公司 

天齐英国 指 天齐英国有限公司，英文名：Tianqi UK Limited，公司全资子公司 

文菲尔德 指 
文菲尔德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英文名：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天齐

英国之控股子公司 

文菲尔德芬可 指 
文菲尔德芬可私人有限公司，英文名：Windfield Finco Pty Ltd，为文菲尔

德之全资子公司 

泰利森 指 
泰利森锂业私人有限公司，英文名：Talison Lithium Pty Ltd，文菲尔德之

全资子公司 

SQM 指 

智利化工矿业公司（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美国纽约

证券交易所和智利多地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天齐锂业

香港持股 2.1%，天齐智利持股 23.77%） 

银团 指 中信银行牵头的并购贷款银团 

 

1、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你公司货币资金金额 12.95 亿元，短期借款金额 31.32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金额 133.05 亿元，长期借款金额 130.26 亿元。请你公

司按照类别分别列示上述债务（含公司债）的资金提供方、金额、是否已逾期、担保物

设定情况、后续还款计划。 

回复： 

一直以来，公司积极与境内外各家金融机构保持沟通，得到了各家金融机构的支持

和帮助。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各类借款余额明细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一、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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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主体 资金提供方 金额 是否逾期 

成都天齐 银行 1,523,095,301.66  否 

成都天齐 非银行机构 300,000,000.00  否 

江苏天齐 银行 155,000,000.00  否 

天齐鑫隆 银行 149,460,000.00  否 

射洪天齐 银行 588,868,003.88  否 

天齐锂业 银行 392,511,624.04  否 

应付利息重分类 22,747,496.62  

  合计  3,131,682,426.20    

注： 

（1）上述借款中，天齐锂业为借款主体的 392,511,624.04 元已偿还。 

（2）上述借款中，部分借款由天齐锂业提供保证担保，其他设定的担保措施包括：

①票据质押；②保证金质押；③天齐鑫隆、江苏天齐、射洪天齐和重庆天齐资产抵押；

④盛合锂业股权质押；⑤天齐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张静女士所持公司股票质押、天齐集团

保证担保等。 

（3）上述借款的后续偿还计划包括：①以经营资金偿还或申请续贷；②票据质押

借款以票据托收资金偿还；③保证金质押借款以保证金偿还。 

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金额 

借款主体 资金提供方 金额 是否逾期 

文菲尔德 非银行金融机构 4,492,081.34 否 

成都天齐 银行 2,000,000.00 否 

SPV1 银团 8,952,720,978.26 否 

SPV2 银团 4,038,804,100.03 否 

射洪天齐 银行 45,000,000.00 否 

应付利息重分类 261,749,823.13 
 

合计 13,304,766,982.76  

注： 

（1）上述借款中，①文菲尔德融资以泰利森租赁资产提供担保；②其余借款部分

由天齐锂业、天齐鑫隆、天齐英国、实际控制人提供保证担保，银团借款设定的其他担

保措施还包括：天齐锂业所持有射洪天齐 100%股权、天齐鑫隆 100%股权、西藏日喀则

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20%股权、天齐英国 100%股权质押担保，成都天齐所持有

的江苏天齐 100%股权、重庆天齐 86.38%股权、TLK100%股权质押和资产担保，天齐智

利所持 SQM 的 A 类股股权质押，SPV1 和 SPV2 的 100%股权及所持现有或将来的全部

资产或权益作为担保，天齐英国持有的文菲尔德 51%股权质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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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借款的后续偿还计划包括：①以经营资金偿还或申请续贷；②SPV1 和

SPV2 的银团借款申请展期并拟通过股权融资资金偿还。 

三、长期借款 

借款主体 资金提供方 金额 是否逾期 

文菲尔德 银行 3,319,759,920.16 否 

SPV1 银团 8,143,029,414.02  否 

天齐锂业香港 非银行金融机构 993,785,806.06  否 

成都天齐 银行 195,000,000.00  否 

天齐鑫隆 银行 9,750,000.00  否 

应付利息重分类 364,618,778.89   

合计 13,025,943,919.13  

注： 

（1）上述借款中，①文菲尔德融资以文菲尔德及泰利森和下属公司资产（不包含其

拥有的房地产）和矿业权提供担保；②其余借款部分由天齐锂业、天齐英国、实际控制人

提供保证担保，银团借款设定的其他担保措施包括：天齐锂业所持有射洪天齐 100%股

权、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20%股权中的 71.43%股权质押、天齐英国

100%股权质押担保，成都天齐所持有的江苏天齐 100%股权、重庆天齐 86.38%股权中的

71.43%股权质押、TLK100%股权质押和资产担保，天齐智利持有的 SQM 的 A 类股份中

的 71.43%股权质押，SPV1的 100%股权及所持现有或将来的全部资产或权益作为担保，

天齐英国持有的文菲尔德 51%股权质押；③天齐锂业香港持有的 SQM 股权质押。 

（2）上述借款的后续偿还计划包括：①以经营资金偿还或申请续贷；②其他股权

融资或债务融资资金偿还；③出售资产资金偿还。 

四、应付债券 

借款主体 资金提供方 金额 是否逾期 担保物设定情况 

天齐芬可 美元债投资人 2,025,989,778.40 否 天齐锂业信用保证 

注： 

（1）上述负债由天齐锂业提供保证担保。 

（2）上述借款的后续偿还计划主要是其他股权融资或债务融资偿还，或以经营资

金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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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目前，你公司向银团并购贷款申请的审批进展，如审批未通过，对公司经

营情况的具体影响。 

回复： 

一、并购贷款展期的推进情况 

按照公司此前与银团签署的相关协议，并购贷款中的 18.84 亿美元将于 2020 年 11

月底到期。该笔到期借款金额较大，公司结合经营计划、股权融资计划与银团就展期等

事宜进行了积极磋商。根据初步磋商结果，公司已于近期向银团正式提交了调整贷款期

限结构的申请，各参团行目前尚在审批中，公司与银团保持积极有效的沟通，力争在到

期前完成相关工作。 

二、展期未获得审批对公司经营的具体影响 

本次申请并购贷款展期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和股权融资计划，有利于缓解公

司资金压力，更好地支持公司的业务开展，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如公司不能就

本次即将到期的并购贷款成功展期，亦不能与债权人就债务偿还达成其他和解方案，可

能导致并购贷款违约，进而引发债务交叉违约等，可能需支付相关罚息、违约金和滞纳

金，也可能面临进一步的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等风险，将影响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增加公司的财务负担和资金压力，并对公司本年度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 

3、根据《2019 年年度报告》，你公司与某些银行借款须遵守某些与财务指标相关

的条款，如违反条款，可能会触发提前还款的条件。请你公司说明，截至目前，是否存

在相关财务指标触发银行借款提前还款条款；如有，请说明相关银行借款本金及利息金

额，上述借款是否存在无法展期且无法偿还而导致违约的可能。 

回复： 

就公司此前与银团签署的贷款协议交易（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贷款本金共计

30.84 亿美元，按 2020 年 9 月 30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

合人民币约 210.02 亿元，应付未付利息 4.64 亿元人民币），公司存在未能符合杠杆率、

利息保障倍数及资产负债率三个财务指标情形，但公司一直在积极与银团磋商调整其对

公司财务指标要求的有关事宜，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因未能符合财务指标而

被银团主张提前还款的情况。同时随同本次向银团申请展期事宜，公司亦向银团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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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要求调整或豁免贷款协议对公司财务指标的要求，如本次展期事项得到银团批准，

未能符合财务指标的情形亦会被银团豁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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