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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2-138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东莞市九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九能源”）、东莞市九

丰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天然气”）、新加坡碳氢能源私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加坡碳氢”），均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

公司”或“九丰能源”）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101,862.00 万元（其中美元 6,000.00 万元，人民币

60,000.00万元）。 

 已实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截至 2022年 12月 28日，公司及子公

司分别为东九能源、九丰天然气、新加坡碳氢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 88,597.09万元、

3,033.60万元、101,529.3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2年 12月 28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在合同有效期内的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 1,188,942.05 万

元（含以前年度），占 2021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07.20%；截至

2022 年 12月 28 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 350,653.42万（含借款、保函、

信用证等），占 2021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1.11%，无逾期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东九能源、九丰天然气分别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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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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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下简称“民生广分”）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0.00万元。公司就上述授信事项

与民生广分签订了担保合同，分别为东九能源、九丰天然气向民生广分提供人民币

30,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0,000.00万元。 

新加坡碳氢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广分”）

申请授信额度美元 6,00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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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授信事项与浦发广分签订了担保合同，向浦发广分提供美元

6,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等决议授权，公司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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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0 万元。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含）

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授权担保有效期自 2022 年 5 月 5 日起 12 个月。 

本次担保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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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

号 

被担保人 

简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注册地址 

法定代

表人 
主要经营业务 

1 东九能源 2003-09-25 
31,000 万元

人民币 

九丰集团持股

42.59%；全资子公司

广东盈安贸易有限公

司持股 10.98%；公司

合计持股 53.57%。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

镇䲞沙大道 27 号 
吴燕刚 

公司接收站资产

及仓储设施的运

营、LPG 业务的

购销 

2 
九丰 

天然气 
2008-01-28 

26,000 万元

人民币  

九丰集团持股 80%；

东九能源持股 20%。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

镇䲞沙大道 27 号

101 房 

孔令华 
LNG大客户及中

间商客户的运营  

3 
新加坡 

碳氢 
2011-01-17 

1,428.9787

万新加坡币 

九丰集团持股

100.00% 

新加坡淡马锡林荫

道 7 号新达城广场

一栋 019-01B 室 

/ 
LNG、LPG产品的

采购及销售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担保人 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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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1 东九能源 

2021 年度 

/2021-12-31 
118,027.85 61,770.21 56,257.64 715,129.10 9,324.19 

2022 年前三季度

/2022-09-30 
154,338.23 100,376.81 53,961.43 647,828.25 8,653.70 

2 
九丰 

天然气 

2021 年度 

/2021-12-31 
161,671.99 103,459.10 58,212.89 349,379.83 5,314.84 

2022 年前三季度

/2022-09-30 
139,478.27 82,674.53 56,803.73 209,462.72 -710.70 

3 
新加坡 

碳氢 

2021 年度 

/2021-12-31 
156,171.62 74,768.40 81,403.22 1,046,835.13 16,519.13 

2022 年前三季度

/2022-09-30 
319,613.63 165,726.96 153,886.67 1,265,401.1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项目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方 九丰能源 九丰能源 九丰集团 

被担保方 东九能源 九丰天然气 新加坡碳氢 

债权人 民生广分 民生广分 浦发广分 

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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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万元 人民币 30,000.00万元 美元 6,000.00万元 

担保范围 

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

费用。 

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

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

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担保期限 

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而言，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日起三年。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

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主营产品主要为 LNG、LPG，采购主要来源于国际市场。因 LNG、LPG 境外

采购货值一般较大，根据国际通行的交易惯例，公司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开具信用证等方

式进行国际采购融资，并提供相关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子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融资需求，

可有效支持子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符合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要求；各被担保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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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目前业务经营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在合同有效期内的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 1,188,942.05万元（含以前年度），

占 2021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07.20%；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 350,653.42 万（含借

款、保函、信用证等），占 2021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1.11%，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