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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0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2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发挥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市场融

资功能，满足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公司拟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

子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融资业务提供信用担保。经初步测算，公司

2019年拟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共计7.20亿元， 各子公司具体

额度如下表：  

序号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拟提供担保额度 

（人民币：万元） 

1 安徽华泰纺织有限公司 5,000.00 

2 安徽华意制线有限公司 2,000.00 

3 安徽华茂纺织（潜山）有限公司 5,000.00 

4 安徽华茂织染有限公司 5,000.00 

5 安徽华茂经纬新型纺织有限公司 5,000.00 

6 安庆华茂佰斯特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7 新疆华茂阿拉尔纺织有限公司 10,000.00 

8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 

9 阿拉山口华茂纺织有限公司 10,000.00 

10 安庆华欣产业用布有限公司 10,000.00 

11 安庆华维产业用布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12 安徽泰阳织造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合 计  72,000.00 

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9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有效期自

此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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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各级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及主营业务等情况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

例(%) 

安徽华泰纺织有限

公司 
独资子公司 安庆市 36,000.00 

各类坯布面料的生产、加工、销售；纺织设备及配件的

技术研究与开发。 
100% 

安徽华意制线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安庆市 3,200.00 

各类纱线、纺织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纺织设备及配

件的技术研究与开发。 
70% 

安徽华茂纺织（潜

山）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安庆市

潜山县 
10,000.00 

纺织品生产、销售、出口；纺织、印染助剂生产、销售、

出口；纺织设备及配件销售；棉花及农副产品加工、收

购。 
70% 

安徽华茂织染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安庆市 20,000.00 

纱线染色；高档织物面料的织染及后整理加工；纺织品

生产和销售; 纺织用助剂、油剂、染化料的研发和加工。

（不含危化品） 
85% 

安徽华茂经纬新型

纺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安庆市 21,063.98 

生产、加工和销售各类纱线、纺织品；纺织设备及配件

的技术研究和开发。 
75% 

安庆华茂佰斯特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安庆市 8,200.00 各类高档面料的研发、设计、加工、生产销售。 75% 

新疆华茂阿拉尔纺

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新疆 13,500 .00 

棉、毛、麻、丝及人造纤维的纯棉、混纺纱线、织物、

针织品、服装、印染加工；纺织设备及配件、家用纺织

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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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

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的子公司 
浏阳市 12,500.00 

铜矿石、锌矿石销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80% 

阿拉山口华茂纺织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新疆 

博州 
8,000.00 

各类纱线、纺织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纺织设备及配

件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棉花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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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安庆华欣产业用布

有限公司 
独资子公司 安庆市 5,000.00 各种无纺布原料及制品的开发、生产、加工和销售。 100% 

安庆华维产业用布

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安庆市 3,000.00 各种无纺布原料及制品的开发、生产、加工和销售。 86.84% 

安徽泰阳织造科技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安庆市 7,000.00 

各类胚布面料的生产、加工、销售；纺织设备及配件的

技术研究与开发；纺织品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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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注*阿拉山口华茂纺织有限公司系公司与安徽华茂经纬新型纺织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的公司，本公司直接持股32.50%，子公司华茂经纬持股62.50%。 

（二）被担保单位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子公司全称 资产总额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安徽华泰纺织有限公司 49,863.57 3,742.95 46,120.62 57,937.66 837.89 837.53 

安徽华意制线有限公司 1,446.65 1,145.71 300.94 11,953.23 -355.05 -355.05 

安徽华茂纺织（潜山）有限公司 17,936.07 3,778.29 14,157.78 21,217.53 1,009.72 7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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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茂织染有限公司 33,259.92 34,245.15 -985.22 18,869.49 -3,232.41 -3,232.41 

安庆华茂佰斯特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7,861.87 32,861.50 -4,999.63 6,061.63 -2,071.99 -2,071.99 

新疆华茂阿拉尔纺织有限公司 24,176.56 17,955.36 6,221.20 20,254.60 -2,186.30 -2,186.30 

安徽华茂经纬新型纺织有限公司 16,859.55 17,931.59 -1,072.04 435.00 -1,100.41 -1,100.41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18,392.68 5,121.48 13,271.19 4,197.26 253.05 162.75 

阿拉山口华茂纺织有限公司 10,389.76 5,144.84 5,244.92 11,934.66 -749.03 -749.03 

安庆华欣产业用布有限公司 16,319.67 10,270.39 6,049.28 5,739.37 871.71 877.39 

安庆华维产业用布科技有限公司   7,382.81   622.22   6,760.59   10,799.22   890.90   832.76 

安徽泰阳织造科技有限公司 10,344.69 3,376.83 6,967.86 10,789.72 61.73 43.74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以上担保额度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根据各自经营需要测算，并与

相关银行和金融单位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实际担保金额确定以各级子公司实际

发生的融资活动依据，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本次为上述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均为信用担保，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额

依据各级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单位签署的合同来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

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除全资子公司外，其余控股子公司均须对上述各自的担保事

项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公司对其具

有控制权，且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同时，除全资子公司外，其

余控股子公司均须对各自的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进一步控制公司的担保风险。以上

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年度末，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6,980万元，占报告期末净资产的1.63%。

若上述担保全部实施后，本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2,000万元，占本公司2018年末

经审计净资产的16.82%。  

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

提供担保，控股股东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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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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