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SICHUAN DATONG GAS DEVELOPMENT Co., LTD
证券代码 ：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21-027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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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整后的公司和/或公司控股子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累
计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74,945.40 万元人民币，其中尚未发生的担保额度为
43,000 万元，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在后续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概述
为提高公司经营效率，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
要，公司预计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额度，由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增加合计不超过 27,000 万元人民币（目前
已使用担保额度 1,000 万元），调整为 2021 年度总计不超过 74,945.40 万元人民币
的连带责任担保，各控股子公司在此预计担保额度内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授信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
同时，2021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授权有效期限内，担保额
度可循环使用，亦可调剂使用，但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得超过本次审批的 2021 年
度预计担保额度 74,945.40 万元，累计调剂额度不超过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的 50%。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转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本次
预计的担保额度范围及授权有效期内审批对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调剂担保额
度等具体事宜，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不再逐笔审议。
因本次调整预计担保额度将使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法规和制度的规定，本次预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具体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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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 上饶市大通
气开发股份 燃气工程有 100% 64.16% 21,800.00
有限公司 限公司

6,000.00

四川大通燃 德阳市旌能
气开发股份 天然气有限 100% 58.92% 19,545.40
有限公司 公司

5,000.00

四川大通燃 阳新县华川
气开发股份 天然气有限
有限公司 公司

82.54% 1,000.00

27,800.00 27.74%

是

22,545.40 22.50%

是

3,000.00

4,000.00 3.99%

是

四川大通燃 德阳罗江兴
气开发股份 能天然气有 100% 58.03% 1,350.00
有限公司 限公司

2,000.00

3,350.00 3.34%

是

德阳市旌能
四川大通燃
天然气管道
气开发股份
100% 47.21% 1,350.00
工程有限公
有限公司
司

1,000.00

2,000

4,350.00 4.34%

是

四川大通燃 大连新世纪
气开发股份 燃气有限公 100% 85.24%
有限公司 司

5,000.00

-2,000

3,000.00 2.99%

是

四川大通燃 上海环川实
气开发股份 业投资有限 97.56% 45.18%
有限公司 公司

4,000.00

4,000.00 3.99%

是

80%

-2,000

四川大通燃
苏州天泓燃
气开发股份
气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72%

38.59% 1,500.00

1,500.00 1.50%

是

南通金鸿天
苏州天泓燃
然气有限公 100% 73.10%
气有限公司
司

800.00

800.00

0.80%

是

苏州天泓燃
气有限公
扬州益杰燃
司、扬州益
100% 61.51%
气有限公司
广天然气有
限公司

800.00

800.00

0.80%

是

苏州天泓燃
气有限公 扬州益广天
司、扬州益 然气有限公 100% 58.15%
杰燃气有限 司
公司

800.00

800.00

0.80%

是

四川大通燃 成都华联物
气开发股份 业管理有限 100% 21.22%
有限公司 公司

1,000.00

1,000.00 1.00%

是

四川大通燃
德阳德通商
气开发股份
100% 75.62%
贸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1.00%

是

0

74,945.40 74.79%

合计

48,945.40

26,000.00

注：（1）已获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增加但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26,000 万元，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8 日、2021 年 1 月 26 日、2021 年 3 月 20 日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05）、《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关于向控
股二级子公司阳新华川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2）2021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 74,945.40 万元，在授权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
用，亦可调剂使用，但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累计调剂总额不得超
过预计担保总额度的 5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饶市大通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上饶市大通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罗桥公路 169 号 1-3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朱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8,8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12 月 10 日；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经营；管道安装、勘测、设计、
维修、调试；灶具及用品、五金交电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服务；管道燃气业务咨
询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危险货物、2.1
易燃气体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上饶市
大通燃气工程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上饶市大通燃气工程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426,586,611.97

资产总额

445,723,319.24

负债总额

285,965,514.69

265,534,124.20

营业收入

159,757,804.55
2020 年 1-12 月
271,860,666.77

161,052,487.77
2021 年 1-3 月
61,033,771.63

利润总额

17,491,716.10

1,686,352.08

净利润

12,231,450.92

1,293,570.1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德阳罗江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名称：德阳罗江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黎明南路 6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牟志政；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管道天然气经营、压缩天然气(CNG) 加气站；线路、管道安装、 维
修；销售：车用压缩天然气(限分公司经营)、炊事用具、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矿
产品、建材、化工产品、石油沥青、日用杂品、百货、五金、交电批发零售；燃

气设备配套设施安装及维修(计量表、调压设施、管道、管材、管件、阀门、计量
表箱)、设备检验、零配件销售；天然气工程设计；地暖销售及安装；保险咨询服
务；货物进出口业务；室内天然气管道设计；天然气站、场内部设施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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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德阳罗
江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德阳罗江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0,630,863.65

80,761,466.35

负债总额

29,382,925.52

58,948,881.24

21,247,938.13

21,812,585.11
2021 年 1-3 月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45,605,581.22

11,097,495.47

利润总额

6,711,022.02

564,646.98

净利润

6,295,968.26

564,646.98

3、上海环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环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兴顺路 1000 号 3 幢 1 层、2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浩；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 年 01 月 11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天然气分布式供能，从事天然气分布式供能技术、智
能电网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机电设备的销
售，合同能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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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97.56%的股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上海环
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上海环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9,764,605.16

78,858,503.23

负债总额

36,034,629.08

36,097,392.57

43,729,976.08

42,761,110.6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4,252,173.63

-968,865.42

净利润

-4,252,173.63

-968,865.42

4、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名称：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工业集中发展区韶山路北段 5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占卿；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9 月 30 日；
经营范围：天然气经营管理(仅限城镇燃气经营，凭城镇燃气经营许可证在有
效期内开展经营活动)；管道天然气经营(凭有效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甲烷不带
储存经营(票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天然气工程
设计；天然气设备及材料安装、维修及销售;地暖销售及安装；保险咨询服务；燃
气用具及设备、零配件销售、安装及维修；天然气仪表、设备校验、维修、安装；
货物进出口业务，天然气管道安装及维修，室内天然气管道设计，天然气站、场
内部设施设计，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建筑材料、日用杂品、百货、五金、交
电、化工(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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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德阳市
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81,948,920.81

617,559,028.44

负债总额

342,881,707.69

368,550,142.38

239,067,213.12

249,008,886.06
2021 年 1-3 月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399,538,830.80

115,123,860.52

利润总额

45,334,391.77

11,963,136.84

净利润

37,215,286.00

10,150,341.56

5、名称：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
住所：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左文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20 万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23 日；
经营范围：天然气供应；灶具、热水器及配件销售与安装。（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80%的股权；阳新县城
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20%的股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阳新县
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4,826,449.11

157,623,516.57

负债总额

119,537,218.52

131,901,720.74

25,289,230.59

25,721,795.83
2021 年 1-3 月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96,182,996.07

27,930,714.72

利润总额

14,648,299.27

499,533.10

净利润

11,302,307.81

432,565.24

6、德阳市旌能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德阳市旌能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紫金山路；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友庆；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4 月 27 日；
经营范围：管道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证经营），石油化工工程施工；燃气
具安装及维修（凭资质证经营）；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建筑材料、日用
杂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零售；土建工程；
建筑劳务分包（不含劳务派遣）；机电安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管道防腐
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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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100 %的股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德阳市
旌能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德阳市旌能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5,057,445.63

138,870,805.28

负债总额

63,764,868.75

63,791,149.35

71,292,576.88

75,079,655.9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81,164,074.38

21,657,879.79

利润总额

16,745,121.20

4,700,879.67

净利润

14,234,955.01

3,995,747.67

7、大连新世纪燃气有限公司
名称： 大连新世纪燃气有限公司 ；
住所：辽宁省瓦房店市工联街二段 133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庚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7 年 09 月 03 日；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供应、销售；燃气管道工程安装；燃气器材供应；房屋
租赁；房屋租赁居间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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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大连新
世纪燃气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大连新世纪燃气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6,706,374.23

171,598,505.84

负债总额

142,100,278.24

148,979,676.42

24,606,095.99

22,618,829.4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52,414,137.22

18,785,053.25

利润总额

-1,382,185.70

-1,987,266.57

净利润

-1,287,528.50

-1,987,266.57

8、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
名称：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聚茂街 185 号活力商务广场 C-8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康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88.89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07 月 30 日；
经营范围：一般危化品的其他经营（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苏（苏）危
化经字（相）00220 号”所列范围经营）：销售及租赁：燃气设备、自控设备及配
件、五金交电、机电相关设备，并提供相关维修及维护的售后服务；研发：燃气
设备自控系统：燃气技术的开发及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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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2%的股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苏州天
泓燃气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36,185,241.67

209,835,610.51

负债总额

91,151,427.66

60,047,883.77

145,033,814.01

149,787,726.7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544,778,560.12

140,274,521.84

利润总额

40,893,256.36

6,282,040.79

净利润

30,713,921.90

4,753,912.73

9、南通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名称：南通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住所：如东县袁庄镇工业集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晨；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07 日；
经营范围：城镇天然气的供应；危险化学品（按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核定的范围及方式在有效期内经营）的销售；燃气设备、自控设备及配件、五金
交电、机电设备的销售、租赁、维修及维护；燃气设备自控系统的研发；燃气技
术的开发和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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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 72%
的股权；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持有南通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南通金
鸿天然气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南通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47,377,359.78

资产总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7,416,102.57

负债总额

34,663,326.87

33,985,399.55

营业收入

12,752,775.70
2020 年 1-12 月
78,807,923.55

13,391,960.23
2021 年 1-3 月
20,364,106.75

利润总额

3,194,301.69

852,246.04

净利润

2,410,897.95

639,184.5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10、扬州益广天然气有限公司
名称：扬州益广天然气有限公司；
住所：仪征市青山镇砖井村中原路 1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晨；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06 月 24 日；
经营范围：天然气（不含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第

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成品油及农药）批发；机械设备销售、租赁、维修；天然气
利用技术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 72%
的股权；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建坤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苏州建坤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持有扬州益广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扬州益
广天然气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扬州益广天然气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6,482,996.44

77,343,202.54

负债总额

44,473,266.19

44,236,611.56

32,009,730.25

33,106,590.98
2021 年 1-3 月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33,521,319.95

39,761,552.38

利润总额

13,659,841.48

1,462,480.97

净利润

10,197,643.13

1,096,860.73

11、扬州益杰燃气有限公司
名称：扬州益杰燃气有限公司；
住所：仪征市青山镇砖井村中原路 1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晨；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09 月 06 日；
经营范围：第 2 类第 1 项可燃气体（甲烷、乙烷、丙烷）（以上经营品种均
不得储存）批发；压缩天然气销售（凭有效的许可证经营）；机械设备销售、租
赁、维修；燃气利用技术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 72%
的股权；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持有扬州益杰燃气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扬州益
杰燃气有限公司系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扬州益
杰燃气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扬州益杰燃气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6,243,526.93

45,189,407.41

负债总额

34,596,422.73

23,403,698.57

21,647,104.20

21,785,708.8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3,759,867.49

5,645,830.45

利润总额

1,834,960.03

184,806.19

净利润

1,366,622.93

138,604.64

12、成都华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成都华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55 号 1 栋 10 楼 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苏启祥；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01 日；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照明设备维修；绿化养护；房屋租赁；清洁服务；停
车场管理；代收水电费；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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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成都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成都华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成都华
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成都华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892,217.24

11,504,291.06

负债总额

2,523,532.97

1,529,354.21

9,368,684.27

9,974,936.8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20,323,150.93

5,511,561.06

利润总额

1,434,956.12

638,160.60

净利润

1,388,268.91

606,252.58

13、四川德通商贸有限公司
名称：德阳德通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元镇韶山路与青海路交汇处西南角 1 栋；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友庆；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 年 03 月 31 日；
经营范围：销售燃气管材及设施设备；燃气具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
材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民用航空材料销
售；金属矿石销售；铸铁销售；销售铝材；销售铜材；销售矿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钢材；金属及金属矿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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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持有德阳德通商贸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德阳德

通商贸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德阳德通商贸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868,517.94

20,304,296.75

负债总额

9,731,626.34

16,207,077.65

3,136,891.60

4,097,219.1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3,090,630.66

10,274,727.47

利润总额

2,874,324.00

984,954.36

净利润

2,636,891.60

960,327.50

四、担保与反担保
对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可不提供反担保。
对于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各股东应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
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在不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风险可控的情形下，为
提高融资效率，持股比例低于 10%（含 10%）的少数股东可不提供同等比例担保
或反担保，但被担保人需提供反担保。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事项：公司预计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累
计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74,945.4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在授权有效期
内，各控股子公司在此预计担保额度内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授信或开展其
他日常经营业务等，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及担保金额：在预计担保额度内，按实际担保金额和担保期限。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查了公司目前整体经营状况、财务制度和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
财务报表，认为：
1、本次 2021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预
计的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各控股子公司在其业务发展过程中对资金需求和/或银行
等金融机构贷款到期后的续展要求，符合各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有

助于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灵活度并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等；同时有助于提高公
司的审议和行政效率，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2、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未就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3、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对于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在实际担保发生
或签署担保协议时，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将按规定要求该等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
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或者提供反担保；在风险可控效率优先的原则下，
持股 10%及以下的少数股东可不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但被担保人需提供反
担措施。
4、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
资等重大事项，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经调整后的 2021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为 74,945.40 万元，主要是根据各子
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而定，有利于提高其经济效益。担保对象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风险可控，对其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
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关于调整预计担保额度的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监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主要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
要，有利于促进子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公司对上
述担保对象具有控制权，且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偿债
能力，公司对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调整预计担保额度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次调整预计担
保额度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48,945.40 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3.29%，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84%，
均为对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也不存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次公司预计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累计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74,945.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比重为 35.66%、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 74.79%。
十、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