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21-053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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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下属公司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州金富”）、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富丽震纶”）、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
尔中泰纺织”）、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佑物宇”）、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逊能化”）、新疆新冶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冶能源”）及参股公司新疆中泰海鸿纺织印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泰海鸿”）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具体情况如下：
1、控股子公司巴州金富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 30,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利率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巴州金富以银行承
兑汇票质押担保。
2、控股子公司富丽震纶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 30,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利率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富丽震纶以银行承
兑汇票质押担保。
3、控股子公司阿拉尔中泰纺织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 10,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利率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阿拉尔中泰
纺织以银行承兑汇票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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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资子公司大佑物宇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 1,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利率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由中泰化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5、控股子公司托克逊能化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 44,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利率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由中泰化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全资子公司新冶能源向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35,000 万
元售后回租业务，期限为 5 年，具体金额、利率、期限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由
中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参股子公司中泰海鸿向杭州联合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 5,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利率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由新疆中泰纺织
集团有限公司按其所持中泰海鸿股权比例 30%提供 1,500 万元担保，剩余 3,500
万元由其股东杭州宏海纺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7,264.43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吕波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富丽达路南侧，218 国道西侧
主营业务：纺织原料、针纺织品、化纤纺织品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
究、开发，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357,875.59 万元，负
债总额为 204,487.29 万元，净资产为 153,388.30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57.14%（以
上数据经审计）
。
（2）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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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751,048,593

51.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21,595,707

49.00

1,472,644,300

100.00

合计

（3）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黄建香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尼尔镇 218 国道东侧
主营业务：纺织原料、纱线、针织面料、无纺布的加工、销售及相关技术的
研究、开发。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325,241.02 万元，负
债总额为 258,706.39 万元，净资产为 66,534.63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79.54%（以
上数据经审计）
。
（2）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306,000,000

51.00

巴州震纶投资有限公司

294,000,000

49.00

600,000,000

100.00

合计

（3）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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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宫正
注册地址：新疆阿拉尔市 2 号工业园纬二路东 755 号
主营业务：粘胶纤维、差别化纤维的生产销售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595,247.47 万元，负
债总额为 658,364.56 万元，净资产为-63,117.1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10.60%（以
上数据经审计）
。
（2）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40,000,000

40.00

杭州融腾投资有限公司

125,000,000

20.83

6,000,000

10.00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0

10.00

新疆中泰高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0

6.67

阿拉尔市吉冠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00

5.00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3.33

王晓华

25,000,000

4.17

600,000,000

100.00

新农发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注：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与新疆中泰高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疆泰昌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阿拉尔市吉冠实业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合计持有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 61.67%的表决权。

（3）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阿拉尔中泰纺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润鑫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藏路 51 号 5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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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装卸搬运，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汽车租
赁，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塑料制品、化工用品、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五
金产品等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6,707.89 万元，负债
总额为 4,162.80 万元，净资产为 2,545.0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2.06%（以上数
据经审计）
。
（2）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利国
注册地址：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工业园区第三辅道南侧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998,683.32 万元，负
债总额为 838,342.01 万元，净资产为 160,341.3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3.94%（以
上数据经审计）
。
（2）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比例（%）

1,272,500,000

90.89

127,500,000

9.11

1,400,000,000

100.00

（3）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新疆新冶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5

企业名称：新疆新冶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利国
注册地址：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能源重化工工业园区内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仓储服务；
房屋租赁。碳化钙（电石）的生产及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07,886.22 万元，负
债总额为 67,895.15 万元，净资产为 39,991.0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2.93%（以
上数据经审计）
。
（2）新疆新冶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新疆中泰海鸿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海鸿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建海
注册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福州路以西
主营业务：布匹印染、服装面料、仿真面料、棉混纺纱、人棉纱的织造、加
工和销售；纺织品后整理、加工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41,233.36 万元，负
债总额为 21,959.70 万元，净资产为 19,273.6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3.26%（以
上数据经审计）
。
（2）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杭州宏海纺织有限公司

120,000,000

40.00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90,000,000

30.00

6

浙江联鸿纤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

20.00

杭州昌铭纺织有限公司

30,000,000

10.00

300,000,000

100.00

合计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期限与金额：
1、巴州金富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30,000 万
元，期限为 1 年；
2、富丽震纶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30,000 万
元，期限为 1 年；
3、阿拉尔中泰纺织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10,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
4、大佑物宇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1,000 万
元，期限为 1 年；
5、托克逊能化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44,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
6、新冶能源向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35,000 万元售后回租
业务，期限为 5 年；
7、中泰海鸿向杭州联合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5,000 万元，期限为 1 年，中泰
纺织提供 1500 万元担保。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865,643.87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8.90%，若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全部发生，公司
累计对外担保 2,017,143.8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6.9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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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1.55%。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七届十九次监事会决议；
3、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阿拉尔市中
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
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新疆新冶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疆中泰海鸿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2020年12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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