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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长春中天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能源”）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审慎和勤勉尽责的原则，对公司开展了现场检查工

作，完成了现场检查流程，汇总了检查资料。现将本次现场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 

李刚安、魏威 

（三）本持续督导年度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四）现场检查时间 

2018 年 12 月 04 日-12 月 29 日 

2019 年 1 月 10 日-1 月 14 日 

（五）现场检查人员 

李刚安、魏威、燕允晓、张帅 

（六）现场检查内容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独立性、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大对外投资情况、公司经营状况以及承诺履

行情况等。 

（七）现场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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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 

2、查阅公司现行有效的有关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文件； 

3、查阅本持续督导年度公司召开的历次三会文件； 

4、查阅本持续督导年度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5、查阅本持续督导年度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凭证、合同、发票、募集资

金账户银行对账单明细等资料； 

6、核查公司本持续督导年度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重大对外投资

资料； 

7、对有关公司高管人员进行现场沟通等。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1、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中天能源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

事规则，并收集和查阅了中天能源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资料，重点关注了上述

会议召开方式与程序是否合法合规以及相关事项的回避表决制度是否落实。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天能源已经根据《公司法》等规范性文件制

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等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为公司规范运作提供了行为准则和行动指南。

公司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

公司章程规定的上述机构和人员需依法履行的职责完备、明确。相关会议召开的

方式与程序合法合规，相关事项的回避表决制度能够执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的职责及制衡机制相对科学、合理。 

公司设立了内部审计部门，负责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务收支、

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公司制定了内部审计制度，规定了内部审

计部门的职责。但是，由于受 2018 年资金面偏紧情况的影响，公司流动性也遇

到了问题，出现了部分债务未到期偿还及上市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情况。 

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年度，中天能源治理制度基本得到了有效执行，

受流动性吃紧影响，公司资金使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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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会运作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中天能源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

事规则，并收集和查阅了中天能源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资料。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持续督导年度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

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会议记录及其

他会议资料保存完整，会议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董事或监事签名确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职责。公司的治理机制

能够发挥作用。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检查，并与公司董事会秘书、证

券事务代表现场沟通了解信息披露情况。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现行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原则，明确了应披露信息的相关范围以及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具体细则、信息披露程度等相关内容。 

根据现场检查有关资料，保荐机构发现由于发行人对有关信息披露法律法规

理解存在偏差，存在部分母子公司、子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事项未及时全部披露，

部分重大重组所涉股票停复牌事项的决策不够十分严谨，上市公司及子公司部分

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未及时披露。除此之外，发行人本持续督导年度披露的信息

基本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

情况，查阅了公司三会会议资料、公司账户情况，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财务

人员进行了沟通，并获得了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出具的有关说明。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年度，中天能源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保持了应有的独立性，未发现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关联方之间存在重大资金往来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核查，中天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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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专户开立银行、保荐机构及相关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保荐机构

核对了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及使用明细台账。 

因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借款纠纷一案，北

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将冻结的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银行账户

（账号为 3803020129200376808）中的募集资金 116,395.47 元执行了扣划。经核

查，该扣划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全部为银行利息，该账户资金承诺投资项目为收

购青岛中天石油投资有限公司 49.74%股权并出资，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

项目已实施完毕。 

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年度，除上述被法院强行划转的部分募集资金外，

中天能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基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重大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况，亦不存在其他重大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规定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章程等内部相关制度、公章使用记录、董事会、股

东大会决议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发现公司部分母子公司、子子公司之间的部分内部担

保事项未及时披露，除此外，中天能源对外披露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重大对

外投资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六）经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访谈，了解近期行业和市场

变化情况以及公司经营情况。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天能源经营模式、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但存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部分银行贷款到期未偿还的情况，同时由于受到流

动性吃紧的影响，公司目前的油品贸易及油气进口业务已经暂时停滞，公司上游

油气田开采业务、下游天然气分销业务目前仍基本正常开展业务。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现场核查时，保荐机构注意到中天能源有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其中募集资

金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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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

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元） 冻结方 起诉方 

1 
青岛

中天 

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

行 
37150198641000000434 

 

128,547,682.74  

北京市门头沟

区人民法院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2 
青岛

中天 

农业银行青岛市南四

支行 
38190101040015543 

       

20,773.94  

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 
武汉

中能 

中国银行青岛高科技

工业园支行营业部 
231226162457 

       

32,099.68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内

大街支行 

4 
长春

中天 

建设银行青岛四方支

行 
37150198641000000469 55,859.56 

北京市门头沟

区人民法院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内

大街支行 

5 
青岛

中天 

建设银行青岛郑州路

支行 
37150100660100000255 

                                

227,130.41  

北京市门头沟

区人民法院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6 
青岛

中天 

工商银行青岛山东路

支行 
3803020129200376808 

                                

116,395.47  

北京市门头沟

区人民法院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7 
青岛

中天 

中国银行青岛高科技

工业园支行营业部 
228633487512 

                                     

2,478.24  

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上表第 6 项余额 116,395.47 元已被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执行了扣划。 

三、提请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1、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各类法律法规及监管制度和规则不断调整，需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时掌握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以保证决策正确

性和规范性。因此，公司有必要继续配合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工作，进一步做好

相关法律、法规在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范围内的持续学习工作，积极参加监

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学习，使董事、监事、高管能够及时了

解最新的政策动向，提高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理解，提高公司决策和管

理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2、公司未来应当更加重视各项法人治理机制的健康稳定运行，注重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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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公司应加强信息披露

相关人员培训学习，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以对资本市场和中小股东

负责。 

3、积极跟踪并解决银行账户冻结及到期债务偿还问题，关注银行账户冻结

是否会影响公司未来正常经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披露义务。 

4、提醒公司严格执行公司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针对各项重大事项，严格

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5、尽快协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推动公司引进战投及重组事宜，积

极筹措资金，解决公司目前的资金紧张问题，并积极推动正常开展公司的各项业

务，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

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针对公司目前遇到的资金问题及其他重大经营情况，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吉林

证监局已经向中天能源下发了监管工作函、问询函，中天能源进行了相应的答复。 

五、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现场核查工作中，中天能源提供了相关文件资料，安排检查人员与中

天能源高管及员工进行了沟通，为保荐机构现场检查工作提供了便利。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保荐机构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有关要求，

对中天能源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经过本次现场核查工作，保荐机构发现：

2018 年度，除上文“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之“（二）信息披露

情况”中提到的问题外，中天能源在公司治理、内控制度、三会运作、信息披露、

独立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重要方面的运作基本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

相关要求，但由于受流动性吃紧的影响，公司出现了债务违约、银行账户被冻结、

部分业务停滞的情况，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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