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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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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子公司东莞市九丰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天然气”）、东莞市九

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化工”）、广州九丰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九燃气”）、新加坡碳氢能源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碳氢”）（九

丰天然气、九丰化工、广九燃气与新加坡碳氢以下合称“被担保人”）。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为九丰天然气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00.00 万

元，为九丰化工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为广九燃气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 万元，为新加坡碳氢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0,000.00 万

元，合计人民币 130,000.00 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为九丰天然气

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50,396.83 万元（含人民币 197,580.00 万元，美元 8,265.00

万元），为九丰化工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7,800.00 万元，为广九燃气实际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 20,000.00 万元，为新加坡碳氢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85,981.30

万元（含人民币 102,000.00 万元，美元 12,500.00 万元，港元 5000.00 万元）（外

币均按 11 月 9 日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中间价折算；共同担保不重复计算）。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九丰集团”）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申请人民币 130,000.00 万元综合授信并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同时授权其他

子公司使用九丰集团授信项下额度，分别为九丰天然气 50,000.00 万元、九丰化

工 10,000.00 万元与广九燃气 20,000.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加坡碳氢向中信

银行申请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综合授信并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国先生与蔡丽红女士分别为上述九丰集团、九丰天然

气、九丰化工、广九燃气的银行授信提供最高额 130,000.00 万元人民币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并为新加坡碳氢的银行授信提供最高额 50,000.00 万元人民币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九丰集团为九丰天然气、九丰化工、广九燃气使用其项下授信额度提供最

高额 80,000.00 万元人民币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九丰集团为新加坡碳氢的银行授

信提供最高额 50,000.00 万元人民币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国先生与蔡丽红女士本次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收

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的规定，该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等决议

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折合人民币共

计 1,098,439 万元（含 682,380 万元人民币、63,382.96 万美元及 5,000 万港币额

度）。上述担保额度可在公司子公司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授权有效期限

自 2021 年 9 月 10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 

九丰集团为九丰天然气、九丰化工、广九燃气、新加坡碳氢提供担保在上述

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东莞市九丰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8 年 01 月 28 日 

（2）注册资本：26,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䲞沙大道 27 号 101 房 

（4）法定代表人：孔令华 

（5）经营范围：批发（不设存储）：危险化学品（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许可经营范围经营）；天然气储运项目及其他化工项目投资；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有关天然气技术的咨询服务；装车地磅服务；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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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80%股权；东莞市九丰能

源有限公司持有 20%股权。 

（7）根据九丰天然气财务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九丰天然气总资产 171,337.98 万元，总负债 115,282.94 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 34,810.21 万元，流动负债 112,518.87 万元），所有者权益 56,055.04 万元；

2021 年 1-9 月九丰天然气实现营业收入 218,720.15 万元，净利润 2,750.49 万元。 

 

2、被担保人名称：东莞市九丰化工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7 年 08 月 22 日 

（2）注册资本：5,71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䲞沙大道 27 号 401 室 

（4）法定代表人：邓军 

（5）经营范围：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重油；批发（不设

储存）：危险化学品（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经营范围经营）；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须取

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化工项目投资；有关化工技术的咨询服务；销售：蒸汽、

冷凝水、热水（不含饮用水）；钢瓶租售、代办检测服务；装车地磅服务；仓储

服务。生产、销售：二甲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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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80%股权；东莞市九丰能



源有限公司持有 20%股权。 

（7）根据九丰化工财务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九丰化工总资产 26,997.84 万元，总负债 10,185.6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1,776.86 万元，流动负债 9,900.33 万元），所有者权益 16,812.21 万元；2021 年

1-9 月九丰化工实现营业收入 33,929.42 万元，净利润-408.34 万元。 

 

3、被担保人名称：广州九丰燃气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7 年 03 月 14 日 

（2）注册资本：2,5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 号 2117 室 2118 室 2119 室（仅限

办公） 

（4）法定代表人：李诚 

（5）经营范围：化工产品批发（含危险化学品；不含成品油、易制毒化学

品）；燃气储存（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燃气经营（面向终端用户）；商品信息

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代办燃气钢瓶检测服务；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

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

除外）；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机械设备租赁； 

（6）股权结构：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7）根据广九燃气财务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广九燃气总资产 27,534.27 万元，总负债 19,954.9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9,129.34 万元，流动负债 19,936.04 万元），所有者权益 7,579.31 万元；2021 年

1-9 月广九燃气实现营业收入 94,356.27 万元，净利润 1,119.34 万元。 

 

4、被担保人名称：新加坡碳氢能源私人有限公司 Singapore Carbon 

Hydrogen Energy Pte Ltd 

（1）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17 日 

（2）注册资本：1,428.9787 万新加坡币 

（3）注册地址：新加坡淡马锡林荫道 7 号新达城广场一栋 019-01B 室 

（4）经营范围：经营石油、化工、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产品 



（5）股权结构：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6）根据新加坡碳氢财务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新加坡碳氢总资产 171,631.30 万元，总负债 80,454.61 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 37,851.09 万元，流动负债 72,548.29 万元），所有者权益 91,176.69 万元；

2021年 1-9月新加坡碳氢实现营业收入 589,195.29万元，净利润 26,292.59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九丰集团 张建国、蔡丽红 

被担保方 
九丰天然气、九丰化

工、广九燃气 

新加坡碳氢 九丰集团、九丰天然气、

九丰化工、广九燃气 

新加坡碳氢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人民币 80,000 万元 人民币 50,000 万元 人民币 130,000 万元 人民币 50,000 万元 

担保范围 
债权本金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

延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共计 847,683.35 万元人民币

（含人民币 573,380.00 万元，美元 42,282.96 万元，港元 5,000.00 万元，共同担

保不重复计算），占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37.30%。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全资子公司对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

保。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