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淄博

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翔腾达”、“上市公司”或“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对齐翔腾达于 2022 年 5 月 2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

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16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中需要

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 5：年报显示，你公司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70 万吨/年丙烷脱氢项

目”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2 年 03 月 19 日。截至 2021 年末，项

目累计投资进度为 65.49%。请说明截至目前的项目进展情况、投资进度，进展

较慢的原因，如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请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请

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募投项目已开始运营 

2022 年 3 月 19 日，上市公司披露公告《关于 70 万吨年丙烷脱氢项目建成

投产的公告》：目前，公司 70 万吨/年丙烷脱氢项目生产线已建设完工，装置流

程已全线贯通并顺利产出合格产品，实现一次开车成功。 

2022 年 3 月，上市公司将已开始运营的“70 万吨/年丙烷脱氢项目”的相关

在建工程按照暂估值 258,836.04 万元转入固定资产核算。 

根据保荐机构实地走访并审阅《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0万吨/年

丙烷脱氢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工程总结》、募投项目试制品质检单据等资料，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70 万吨/年丙烷脱氢项目”已开始运营。 



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及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编制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

用情况鉴证报告》（中喜专审 2022Z00498 号），截至 2021 年末，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投放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放金额 
截止 2021 年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截止 2021 年期末投

资进度 
70 万吨/年丙烷脱氢

项目 
296,654.33 注 1 194,281.58 65.49 注 2 

注 1：本金额为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注 2：根据上市公司未经审计的 2022 年 1-4 月的财务记录，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公司累计支付金额为 223,111.02 万元，支付进度为 75.21%。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进度落后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建设进度，主要系：1、

部分设备验收款及设备材料质保金款未支付；2、工程未出结算部分工程款及工

程质保金未支付，具体情况如下： 

（一）建设及安装工程款项支付进度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与主要工程服务提供商签订的合同条款、支付款项进

度进行了核查。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与主要工程服务提供商的相关

款项支付进度及相关合同约定条款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供应商 合同总额  

已支付金

额 
部分合同条款 

1 
***********
有限公司 

11,000.00 
13,570.00
（注 2） 

发包人按审核后的工程量报告，按双方约定时间拨付形象

进度款，每次拨付承包人上报已完工工程量预算造价减甲

供材料后的 70%，完工工程量不允许承包人重复上报；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计完成后，3 个月内拨付至工

程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0%；半年内拨付至工程

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5%；剩余 5%质量保修金

按质保协议执行。 

2 
***********
**有限公司 

以最终审定

值为准 
10,450.70 

发包人按审核后的工程量报告，按双方约定时间拨付形象

进度款，每次拨付承包人上报已完工工程量预算造价减甲

供材料后的 70%，完工工程量不允许承包人重复上报；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计完成后，3 个月内拨付至工

程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0%；半年内拨付至工程

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5%；质量保修金按质保协

议执行。 

3 
******有限

公司 
5,000.00 

9,060.33
（注 2） 

发包人按审核后的工程量报告，按双方约定时间拨付形象

进度款，每次拨付承包人上报已完工工程量预算造价减甲

供材料后的 70%，完工工程量不允许承包人重复上报；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计完成后，3 个月内拨付至工

程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0%；半年内拨付至工程

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5%；剩余 5%质量保修金

按质保协议执行。 

4 
********有
限公司 

每立方米/混
凝土参考同

期工程造价

指南单价 

11,780.00 

协议签订生效后，供方按需方的要求发货，每两月双方对

上两月账单（对账单需由施工单位签字盖章确认），开具

正式发票。工程处将发票交供应处办理入库手续，并根据

齐翔公司付款规定进行支付扣除进度款后的剩余供货款。 

5 
*********有

限公司 
3,000.00 

4,255.83
（注 2） 

发包人按审核后的工程量报告，按双方约定时间拨付形象

进度款，每次拨付承包人上报已完工工程量预算造价减甲

供材料后的 70%，完工工程量不允许承包人重复上报；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计完成后，3 个月内拨付至工

程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0%；半年内拨付至工程

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5%；质量保修金按质保协

议执行。 

6 
********有
限公司 

5,000.00 3,500.00 

发包人按审核后的工程量报告，按双方约定时间拨付形象

进度款，每次拨付承包人上报已完工工程量预算造价减甲

供材料后的 75%，完工工程量不允许承包人重复上报；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计完成后，半年内拨付至工程

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0%；质量保修金按质保协

议执行。 

7 
***********
有限公司 

3,000.00 2,942.50 

发包人按审核后的工程量报告，按双方约定时间拨付形象

进度款，每次拨付承包人上报已完工工程量预算造价减甲

供材料后的 70%，完工工程量不允许承包人重复上报；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计完成后，3 个月内拨付至工

程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0%；半年内拨付至工程

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5%；质量保修金按质保协

议执行。 

8 
**********
有限公司 

1,000.00 
1,252.53
（注 2） 

发包人按审核后的工程量报告，按双方约定时间拨付形象

进度款，每次拨付承包人上报已完工工程量预算造价减甲

供材料后的 70%，完工工程量不允许承包人重复上报；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计完成后，3 个月内拨付至工

程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0%；半年内拨付至工程

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5%；质量保修金按质保协

议执行。 

9 
********有
限公司 

5,000.00 1,145.00 

发包人按审核后的工程量报告，按双方约定时间拨付形象

进度款，每次拨付承包人上报已完工工程量预算造价减甲

供材料后的 70%，完工工程量不允许承包人重复上报；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计完成后，3 个月内拨付至工

程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0%；半年内拨付至工程

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5%；剩余 5%质量保修金

按质保协议执行。 

10 
********有
限公司 

5,000.00 1,134.00 

发包人按审核后的工程量报告，按双方约定时间拨付形象

进度款，每次拨付承包人上报已完工工程量预算造价减甲

供材料后的 70%，完工工程量不允许承包人重复上报；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计完成后，3 个月内拨付至工

程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0%；半年内拨付至工程



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5%；质量保修金按质保协

议执行。 

11 
******有限

公司 
15,000.00 1,281.00 

发包人按审核后的工程量报告，按双方约定时间拨付形象

进度款，每次拨付承包人上报已完工工程量预算造价减甲

供材料后的 70%，完工工程量不允许承包人重复上报；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计完成后，3 个月内拨付至工

程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0%；半年内拨付至工程

总造价（审定后的定案值）的 95%；质量保修金按质保协

议执行。 

  合计 53,000.00 60,371.89   

注 1：因工程较大、合同较多，上表列示了主要的工程服务合同情况。 

注 2：部分工程项目存在已支付金额大于合同约定金额的情形，主要系合同约定价格

为预估价格，双方需根据实际发生的工程量进行结算。目前公司募投项目相关工程项目处

于结算阶段，最终支付金额以结算后审定值为准。 

由上表可见，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向主要工程服务提供商支

付款项 60,371.89 万元，因募投项目相关工程正处于结算审计阶段，故尚有部分

工程未出结算部分工程款及工程质保金未支付。 

（二）设备采购款项支付进度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与主要设备提供商签订的合同条款、支付款项进度进

行了核查。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与主要设备提供商的相关款项支付

进度及相关合同约定条款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 合同总额 

已支付金

额 
部分合同条款 

1 
********有限

公司 
12,800.00 9,600.00 

货物的质量保证期为丙方所供货物全部交货完毕，并验

收合格后 18 个月或实际运行后 12 个月，以先到为准。

在合同设备质保期结束后如无费用反扣发生，乙方收到

甲方支付的相应采购费款项，且收到等额的付款收据后

45 天内，乙方向丙方支付剩余 10%合同总价的质保金。 

2 
********有限

公司 
9,364.20 9,332.77 

承揽方对质量负责的期限及条件：制作出现的质量问题

由承揽方负责，质保期为开车正常后 12 个月或货到现

场组织成型后 18 个月（未投用验收），以先到为准。合

同总额的 5%为质保金，设备质保期内无任何质量问

题，质保期满后一次性付清。 

3 
*********有限

公司 
7,558.04 7,558.04 

卖方银行信开开出的价格 10%的不可撤销的质量保函原

件一份，有效期至质保期结束 

4 
******有限公

司 
4,879.88 4,606.27 

质保期为开车正常后 12 个月或货到现场组织成型后 18
个月（未投用验收），以先到为准。合同总额的 5%为质

保金，设备质保期内无任何质量问题，质保期满后一次

性付清。 

5 
*******股份有

限公司 
9,550.00 6,207.50 

10.2.5 当丙方（即供应商）所供货物在现场安装调试完

毕，且装置投料试车、达到合同规定的性能指标、经甲

方（上市公司）和乙方（工程总包方）考核验收合格；



序

号 
公司名 合同总额 

已支付金

额 
部分合同条款 

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相应采购费款项；且收到相关文件

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丙方支付合同总价 15%的调

试验收款；10.2.6 货物的质量保证期为丙方所供货物全

部交货完毕，并验收合格后 18 个月或实际运行后 12 个

月，以先到为准。在合同设备质保期结束后如无费用反

扣发生，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相应采购费款项，且收到

等额的付款收据后 45 天内，乙方向丙方支付剩余 5%合

同总价的质保金。 

6 
********有限

公司 
5,740.00 3,965.20 

在合同设备质保期结束后如无费用反扣发生，乙方收到

甲方支付的相应采购费款项，且收到等额的付款收据后

45 天内，乙方向丙方支付剩余 10%合同总价的质保金。

货物的质量保证期为丙方所供货物全部交货完毕，并验

收合格后 18 个月或实际运行后 12 个月，以先到为准。

如果由于货物质量问题需要更换等情况，质保期相应顺

延，但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 

7 
************
有限公司 

3,720.00 2,976.00 

质量保证期为设备调试验收合格之日起 12 个月或货到

18 个月，以先到为准。设备投用正常生产后三个月或设

备到现场 6 个月（以先到为准）无任何质量问题并开具

全额增值税发票后 10 日内，定做方向承揽方支付合同

总价款的 10%调试款。剩余 10%为质保金，质保期满 10
日内，无任何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 

8 ****股份公司 3,620.00 2,896.00 

设备投用正常生产后三个月或设备到现场 6 个月（以先

到为准）无任何质量问题并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定做

方向承揽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10%调试款。剩余 10%为

质保金，质保期满无任何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 

9 
*************
***有限责任公

司 
2,820.00 2,820.00 

由买方认可的卖方银行信开开出的 10%不可撤销的质量

保函原件一份，有效期至质保期结束 

10 
*****股份有限

公司 
3,500.00 2,625.00 

质量保证期为设备调试验收合格之日起 12 个月或货到

18 个月，以先到为准。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三个月

内或货到现场 6 个月内（两者以先到为准），买方支付

合同总价款的 10%为调试款，剩余 10%为质保金，质保

期满 1 个月内，无任何质量问题，一次付清。 

11 
**********有
限公司 

3,764.00 1,889.00 

10.2.4 当丙方（即供应商）所供货物在现场安装调试完

毕，且装置投料试车、达到合同规定的性能指标、经甲

方（上市公司）和乙方（工程总包方）考核验收合格；

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相应采购费款项；且收到相关文件

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丙方支付合同总价 20%的调

试验收款；10.2.5 在合同设备质保期结束后如无费用反

扣发生；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相应采购费款项；且收到

等额的付款收据后 45 天内，乙方向丙方支付剩余 10%
合同总价的质保金。 

12 
********股份

有限公司 
2,210.00 1,657.50 

合同预付款 35%，设备制造完成经验收合格，支付合同

总价的 40%。现场安装调试完毕，且装置投料试车，达

到合同规定性能指标，经双方考核验收合格或设备达到

现场 6 个月以先到为准，支付合同总价的 15%调试验收

款。质保期结束如无费用反扣发生，支付剩余 10%合同

总价的质保金。质保期为验收合格 18 个月或实际运行



序

号 
公司名 合同总额 

已支付金

额 
部分合同条款 

后 12 个月，以先到为准。 

13 
********有限

公司 
1,410.00 1,410.00 

预付款 30%，发货方按照技术协议要求交付审批图纸、

完成设计图纸审查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30%发货款，丙方

具备发货条件，购买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40%发货款后发

货。 

14 
*********有限

公司 
1,680.00 1,344.00 

性能考核合格后 15 日内甲方支付合格总价 10%验收

款，中交或视同中交后 12 个月内，非乙方原因未能进

行性能考核，视同性能考核合格。质保期满后 15 日

内，甲方一次性付清合同总价 10%质保金。 

15 
******有限公

司 
1,400.00 1,260.00 

货到现场安装调试完成验收合格或货到现场 3 个月后

（两者以先到为准）同时出卖人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后

支付 20%，余 10%为质保金，质保期满一年产品无任何

质量问题后付清 

16 
*********有限

公司 
1,650.00 1,227.00 

预付款 30%，技术协调会会议纪要方案通过后支付 20%
进度款，具备发货条件后支付 20%发货款，货到现场三

个月或者现场安装调试完毕，且装置投料试车达到合同

约定性能指标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 20%的调试

验收款，合同质保期结束后如无费用反扣发生，收到付

款收据后 45 天内支付剩余 10%合同总价的质保金。质

保期为验收合格 18 个月或实际运行后 12 个月，以先到

为准。 

17 
********有限

公司 
2,458.50 1,680.00 

预付款 30%，焊接件货款 20%，活动件验收完毕付合同

总价 20%，安装调试完毕，且装置投料试车，验收合格

后支付合同总价 20%的调试验收款，合同质保期结束后

如无费用反扣发生，收到付款收据后 45 天内支付剩余

10%合同总价的质保金。质保期为验收合格 18 个月或实

际运行后 12 个月，以先到为准。 

18 
********有限

公司 
1,647.60 1,153.32 

货到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并开具增值税发票，付 20%
货款，余 10%为质保金，质保期满一年产品无任何质量

问题后付清 

19 
********有限

公司 
1,787.00 1,068.00 

10.2.4 当丙方（即供应商）所供货物在现场安装调试完

毕，且装置投料试车、达到合同规定的性能指标、经甲

方（上市公司）和乙方（工程总包方）考核验收合格；

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相应采购费款项；且收到相关文件

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丙方支付合同总价 5%的调试

验收款；10.2.5 在合同设备质保期结束后如无费用反扣

发生；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相应采购费款项；且收到等

额的付款收据后 45 天内，乙方向丙方支付剩余 5%合同

总价的质保金 

20 
********有限

公司 
1,926.00 1,020.50 

合同生效后，买受人支付合同额 35%预付款；发货前支

付 30%，货到现场安装调试完成验收合格同时出卖人开

具全额增值税发票支付 30%；余 5%为质保金，质保期

满一年产品无任何质量问题后付清。 

21 
*********有限

公司 
1,395.00 985.50 

合同生效后，买受人付 30%货款，发货前买受人付 30%
货款，货到检验合格并使用无问题后 3 个月或货到现场

6 个月，以先到为准，同时收到出卖人开具全额增值税

发票后付 30%货款，余 10%质保金一年后无质量问题支



序

号 
公司名 合同总额 

已支付金

额 
部分合同条款 

付。质保期自使用之日起 18 个月。 

22 
******有限公

司 
1,320.15 982.94 

合同签订生效后支付货款的 30%为预付款；首批材料进

厂支付货款的 20%；设备制造完毕前支付合同总额的

20%；货到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并开具增值税发票，

付 20%货款；余 10%为质保金，设备质保期内无质量问

题一次付清。质保期为开车正常后 12 个月或货到现场

18 个月，以先到为准。 

23 
**********有
限公司 

1,298.00 908.60 

合同预付款 20%，提交付款申请后支付合同总价 20%的

进度款，具备发货条件后支付采购合同总价 30%发货

款。项目整体施工调试完成并经验收合格，支付合同总

价 30%的验收款（其中 10%为银行质量保函）。保函有

效期至质保期满后 1 个月。 

24 
********有限

公司 
1,129.43 735.22 

合同生效后，买受人付 35%货款，发货前买受人付 35%
货款，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并运行正常，通过环保验收，

同时收到出卖人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后付 25%货款，余

5%质保金一年后无质量问题支付。质保期自使用之日起

12 个月或货到现场 18 个月，以先到为准。 

25 
********有限

公司 
1,220.00 488.00 

预付款 30%，技术协调会会议纪要方案通过后支付 20%
进度款，具备发货条件后支付 20%发货款，货到现场三

个月或者现场安装调试完毕，且装置投料试车达到合同

约定性能指标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 20%的调试

验收款，合同质保期结束后如无费用反扣发生，收到付

款收据后 45 天内支付剩余 10%合同总价的质保金。质

保期为验收合格 18 个月或实际运行后 12 个月，以先到

为准。 

26 ****有限公司 1,110.00 217.00 

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额的 30%为预付款，发货前付 40%
货款；货到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并开具增值税发票

一周内（或货到 3 个月以先到为准）付 20%货款；余

10%为质保金，质保期满，无任何质量问题一次付清。

质保期为自设备投用后 12 个月或货到现场 18 个月未投

用验收，以先到为准 

合计 90,957.80 70,613.36  

注：因工程较大、合同较多，上表列示主要的设备合同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向主要设备提供商支付款项 70,613.36 万

元，尚需支付约 20,344.44 万元，付款进度约为 77.63%。 

三、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通过履行以下程序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 

（1）查阅上市公司公告及募集资金使用台账及 2022 年未经审计的财务记

录； 



（2）查阅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编制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中喜专审 2022Z00498 号）； 

（3）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实地查验，就募投项目的资金使

用和项目建设等情况，访谈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项目建设负责人； 

（4）查阅了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流水、募集资金理财台账、募投项目建设

支出清单，核查了募集资金理财的合同、存单、银行回单等单据，抽查了募投

项目支出的合同、发票、工程进度表、付款回单等单据；查阅募投项目监理机

构出具的《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0万吨/年丙烷脱氢项目建设工程监

理工程总结》、募投项目试制品质检单据等文件； 

（5）向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进行函证和走访，抽取募投项目部分设备供

应商和工程承包商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募集资金承诺项目 

“70 万吨/年丙烷脱氢项目”已开始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进度落后于募集资

金承诺投资项目，1、部分设备验收款及设备材料质保金款未支付；2、工程未

出结算部分工程款及工程质保金未支付。 



问题 6：2021年末，你公司控股股东齐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雪松实业集团为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余额合计 28.5亿元。

请说明公司相关借款的具体情况，包括债权方、借款金额、利率、期限、到期日等，并结合齐翔集团资产被冻结及质押情况、雪松

系债务风险情况，核查说明担保是否仍能延续，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2021年末齐翔腾达关联担保及相关借款情况 

截止2021年末，齐翔集团及雪松集团为齐翔腾达提供担保余额合计284,995.00万元，相关借款共计236,499.80万元。该等关联担保

均为无偿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债权方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相关借款余

额（万元） 
担保到期日 借款起止期 

借款利

率 
担保类型 当前进展 

其他增信

措施 
中国农业银行淄博临淄

支行、中国建设银行齐

鲁石化支行、交通银行

淄博临淄支行、齐商银

行淄博支行 

雪松集团 

齐翔

腾达 

160,000.00 160,000.00 
主合同债务

期限届满之

日后 3 年 

2021/01- 
2029/02 
[注 1] 

4.90% 
连带责任

保证 
有效期内 

以土地使

用权作抵

押 

中国工商银行淄博临淄

支行 
齐翔集团、

雪松集团 
55,000.00 35,004.80 

主合同债务

期限届满之

次日起 2 年 

2019/12/31- 
2024/12/27 

[注 2] 
4.75% 

连带责任

保证 
有效期内 

以齐翔华

利 51%股

权作质押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雪松集团 

10,000.00 10,000.00 
主合同债务

期限届满之

日起 3 年 

2021/05/31- 
2022/05/09 

4.35% 
连带责任

保证 
已签署续贷合同 

已追加由

全资子公

司青岛思

远化工有

限公司提

供的连带

10,000.00 10,000.00 
主合同债务

期限届满之

日起 3 年 

2021/05/31-
2022/04/07 

4.35% 
连带责任

保证 

已经完成续贷，

续贷到期日为
2023/04/11 



债权方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相关借款余

额（万元） 
担保到期日 借款起止期 

借款利

率 
担保类型 当前进展 

其他增信

措施 

9,995.00 9,995.00 
主合同债务

期限届满之

日起 3 年 

2021/05/31-
2022/04/04 

4.35% 
连带责任

保证 

已经完成续贷，

续贷到期日为
2023/04/13 

责任保证 

兴业银行淄博分行 雪松集团 40,000.00 11,500.00 

该笔融资项

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

日起 3 年 

2021/12/27-
2022/12/26 

4.57% 
连带责任

保证 
有效期内 无 

合计 284,995.00 236,499.80 -- -- -- -- -- -- 

注 1：该笔借款系银团借款，各银行的借款期限存在一定差异，其中起始日最早为 2021年 1月 12日，最晚为 2021年 3月 17日；到期日最早为 2028

年 1 月 18 日，最晚为 2029 年 2 月 1 日。 

注 2：该笔借款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1 月 1 日分两次借出，到期日均为 2024 年 12 月 27 日。 



二、担保、借款续期及流动性情况 

（一）担保、借款续期情况 

1、齐翔集团资产被冻结及质押情况 

根据工商网站公开查询信息，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齐翔集团名下资

产除部分齐翔腾达股权被质押外，未见其他资产被冻结或质押的情形。 

2、雪松系债务风险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 2022年 3月 17日披露的公告，因雪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与

平潭汇垠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其他合同纠纷一案，雪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

持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638.356 万股权被司法冻结。上述被司法冻

结的股权占齐翔集团注册资本的 80%。 

此外，根据工商网站公开查询信息，雪松集团名下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 150,000 万股权、广西雪松君华小镇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7,143 万股权、

广州科城雪领投资有限公司 550 万股权等资产亦被司法冻结。 

3、公司已完成 2 笔到期借款的续贷 

截至 2021 年末，前述主体提供的关联担保仍在有效期内，相关的借款余额

合计 236,499.80 万元，其中由中国农业银行淄博临淄支行借出的 29,995.00 万元

借款将在 2022 年上半年到期。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2022 年 4 月到期的 19,995.00 万元借款已经按期

偿付本息并完成续贷，续贷到期日分别为 2023 年 4 月 11 日及 2023 年 4 月 13

日；其余 10,000.00 万元借款已按期偿付本息，并与银行签署了续贷合同。 

综上，齐翔腾达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申请的三笔借

款均已签署续贷合同，其中两笔已完成续贷；且公司已安排全资子公司青岛思

远化工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作为补充增信措施。但鉴于目前

公司控股股东仍有部分资产受限，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近期正筹划控制权变更

事宜，故由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的担保能否延续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上市公司业绩及流动性情况 

2021 年度，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8.92 亿元，归母净利润 23.93 亿元，

对比2020年增幅分别为41.34%、145.22%；实现经营性现金净流入20.40亿元，

较 2020 年增长 47.07%。可见，上市公司 2021 年经营业绩和经营性现金流对比



2020 年均有较大增长。但截至 2021 年末，上市公司流动比率为 0.95，速动比率

为 0.73，较 2020年末均有所下降，且 2022年第一季度末进一步降至 0.93和 0.69；

结合 2022 年疫情有所反复的影响，上市公司流动性仍存在一定压力。 

三、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上市公司截止 2021 年末的借款清单； 

2、查阅 2021 年末仍在执行的借款合同及相应质押合同、抵押合同、担保

合同，核实相关条款； 

3、查阅上市公司 2021 年财务报告，分析公司流动财务指标、现金流量和

流动性； 

4、获取上市公司关于到期借款续贷情况的说明。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齐翔集团及雪松集团为上市公司提供的关联担保仍在有效期内，且部分

借款合同约定了抵/质押物作为增信措施；齐翔腾达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临淄支行申请的三笔借款均已签署续贷合同，其中两笔已完成续贷；但

考虑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资产受限，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近期正筹

划控制权变更事宜，故相关担保能否延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根据公司审计报告，2021 年度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8.92 亿元，归

母净利润 23.93 亿元，对比 2020 年增幅分别为 41.34%、145.22%；实现经营性

现金净流入 20.40 亿元，较 2020 年增长 47.07%。可见，上市公司 2021 年经营

业绩和经营性现金流对比 2020 年均有较大增长。但截至 2021 年末，上市公司

流动比率为 0.95，速动比率为 0.73，较 2020 年末均有所下降，且 2022 年第一

季度末进一步降至 0.93 和 0.69；结合 2022 年疫情有所反复的影响，上市公司流

动性仍存在一定压力。 

 

问题 7：2020 年 11 月，你公司在广州银行购买“红棉”理财产品 5 亿元。

购买理财产品期间，产品定期存单为广州朴臻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请



核查说明是否存在其他为雪松系企业、相关理财产品融资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上市公司答复 

截至 2021年 4月 27日，上述担保已解除。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

为雪松系企业、相关理财产品融资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的要求，持续保持公司同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之间的人员、资产、

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 

二、就题述事项，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一）查阅了《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淄博

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担保等事项的独立意见》、《淄博

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对外担保事项的补充公告》

等公告，上市公司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预计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1、2021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被担保人 
上市公司持有被担保

方的股权比例 
担保额度

（万元） 
实际发生日

期 
实际发生的担保金

额（万元） 
担保类型 担保期 

青岛思远化工有

限公司 
100% 30,000 2020.12.28 5,000 

连带责任

担保 
12 个月 

齐翔华利新材料

有限公司 
51% 30,000 2021.2.2 2,900 

连带责任

担保 
36 个月 

齐翔腾达（淄

博）医用材料有

限公司 
100% 10,000 2021.9.17 1,000 

连带责任

担保 12 个月 

淄博齐翔腾达化

工销售有限公司 
100% 30,000 2021.9.17 40,000 

连带责任

担保 
6 个月 

合计 100,000 - 48,900 - - 

2、2021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 

担保人 
被担保

人 
债权人 

对外担

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限 
是否已到期赎回 

淄博齐翔腾达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朴

臻实业

有限公

司 

广州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50000 万

元 
质押担保 9 个月 

2021 年 4 月 27 日，上述募

集资金解除了质押，连同相

关利息划回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担保终止。 

3、2022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担保人 被担保方 
上市公司持有被担

保方的股权比例 
担保余额（万元） 预计新增担保额度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思远化工有限公司 100% 30,000 100,000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科力化工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 
79.81% 5,000 50,000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腾辉油脂化工有限公

司 
100% 0 20,000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齐翔华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51% 17,900 50,000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齐翔腾达（淄博）医用材

料有限公司 
100% 1,000 10,000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销售有

限公司 
100% 68,600 100,000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临淄区石化燃料有

限公司 
100% 0 20,000 

保荐机构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上述被担保方的基本信息，

除广州朴臻实业有限公司外，其余被担保方均为齐翔腾达控股子公司。 

（二）保荐机构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逐一查询了上市公司及其

境内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存续的股权质押、动产抵押等情况，保荐机构查询到

齐翔腾达存在将其持有的齐翔华利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的情况，具

体如下： 

出质人 质权人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日

期 
权利状态 

齐翔腾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2019.12.29 有效 

除以上情况外，保荐机构并未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到齐翔

腾达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为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函证了齐翔腾达主要开户行及齐翔腾达供应链开户行，截

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保荐机构共收到 26 家银行回函，尚有 6 家银行未回函，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询证银行 回函情况 

1 齐翔腾达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分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2 齐翔腾达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临淄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3 齐翔腾达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临淄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4 齐翔腾达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临淄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5 齐翔腾达 
山东临淄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6 齐翔腾达 
山东临淄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王

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7 齐翔腾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临淄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8 齐翔腾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临淄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9 齐翔腾达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10 齐翔腾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11 齐翔腾达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齐鲁石化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12 齐翔腾达 
中国进出口银行山东

省分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13 齐翔腾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分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14 
齐翔腾达/淄博

供应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淄博供应链不存在为其

他单位提供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

人的情况 

15 齐翔腾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胜利路支

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16 齐翔腾达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淄博市临

淄区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17 齐翔腾达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供

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18 
齐翔腾达/淄博

供应链 
中国农业银行淄博齐

翔支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淄博供应链不存在为其

他单位提供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

人的情况 

19 
淄博供应链/广

州供应链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

州市东区支行 

银行确认淄博供应链/广州供应链不存在为

其他单位提供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

益人的情况 

20 淄博供应链 
中国银行淄博临淄大

道支行 
银行确认淄博供应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

供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21 淄博供应链 
中国建设银行兰州电

力支行 
银行确认淄博供应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

供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22 淄博供应链 齐商银行晏婴路支行 
银行确认淄博供应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

供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23 淄博供应链 
中国农业银行淄博临

淄支行 
银行确认淄博供应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

供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24 广州供应链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黄

埔支行 
银行确认广州供应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

供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25 广州供应链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云

南大厦支行 
银行确认广州供应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

供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26 广州供应链 
广发银行广州中山五

路支行 
银行确认广州供应链不存在为其他单位提

供的，以被函证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尚有 6 家银行未回函，保荐机构对会计师所收到银

行回函进行了查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询证银行 会计师所收到的回函情况 

1 齐翔腾达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

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

其他单位提供的，以被函证

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2 齐翔腾达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淄支

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

其他单位提供的，以被函证

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3 齐翔腾达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都支

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

其他单位提供的，以被函证

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4 齐翔腾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

行 

银行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

除齐翔腾达控股子公司外的

其他单位提供的，以被函证

单位为担保受益人的情况 

5 齐翔腾达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

（2021 年 4 月销户） 
会计师亦未收到广州银行的

回函 

6 淄博供应链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同和支行 
会计师亦未收到中国建设银

行广州同和支行的回函 

（四）保荐机构前往齐翔腾达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的中国人民银行查询

并打印了其企业信用报告； 

经查阅企业信用报告，除因融资需求齐翔腾达向齐翔腾达控股子公司及金

融机构提供担保外，保荐机构未发现齐翔腾达及其境内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上

载有齐翔腾达向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访谈了齐翔腾达的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受

访人确认，齐翔腾达不存在为雪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

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了齐翔腾达及其控股股东出具确认函。齐翔腾达及其

控股股东齐翔集团确认，齐翔腾达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雪松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2021 年度齐翔腾达存在向广州朴臻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以

及因融资需求为齐翔腾达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经查阅上市公司公告、企业信用报告、银行函证回函等资料，除以上情况

外，保荐机构未发现齐翔腾达存在其他为雪松系企业、相关理财产品融资方提

供担保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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