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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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公司根据生产经营业务

需要，拟向银行申请融资且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申请敞口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融资机构 
授信额度

（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分行 
3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    计 30,000 

注：1、贷款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上浮 10%，具体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申请敞口综合授信情况 

序

号 
融资机构 

授信额度

（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 
3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    计 30,000 

注：1、贷款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上浮 10%，具体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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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

号 
融资机构 

授信额度

（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3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    计 30,000 

注：1、贷款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上浮 10%，具体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上海中泰多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

号 
融资机构 

授信额度

（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

支行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    计 20,000 

注：1、零保证金；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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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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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509,232.23 万元，负

债总额为 469,848.08 万元，净资产为 39,384.1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2.27%。（经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注册资本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24,000 40.00% 

杭州融腾投资有限公司 15,000 25.00%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0.00% 

阿拉尔新农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6,000 10.00%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0 10.00% 

阿拉尔市萧余众鑫投资有限公司 3,000 5.00% 

合计 60,000 100.00% 

注：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与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尔市萧余

众鑫投资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合计持有阿拉尔富丽达 55%的表决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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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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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334,309.08 万元，负

债总额为 158,173.44 万元，净资产为 176,135.6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7.31%。 （经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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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注册资本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751,048,593 51.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21,595,707 49.00 

合计 1,472,644,300 1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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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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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90,886.32 万元，负

债总额为 227,116.57 万元，净资产为 63,769.7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8.08%。（经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注册资本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306,000,000 51.00 

巴州震纶投资有限公司 294,000,000 49.00 

合计 600,000,000 100.00 

4、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江红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江九江路 769 号 18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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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27,332.76 万元，负

债总额为 69,751.74 万元，净资产为 57,581.0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4.78%。（经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与金额： 

（1）阿拉尔富丽达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敞口综合

授信 3 亿元，期限一年，中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巴州金富纱业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敞口综合

授信 3 亿元，期限一年，中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新疆富丽震纶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敞口综合

授信 3 亿元，期限一年，中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上海中泰多经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2 亿元，期限一年, 中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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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803.92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0.73%，若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1,826,803.9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7.46%，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96.54%。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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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六届三十一次监事会决议； 

3、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新疆富丽

震纶棉纺有限公司、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12月31日财务报

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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