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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1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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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预计担保情况概述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孚时尚”)于 2021 年 4 月

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1年度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因公司生产发展需要，2021 年度公司预计为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20 亿元的担保。有效期为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 12 个月以内，授权公司总裁在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

署《保证合同》、《担保合同》及《抵押合同》等法律文书。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 公司 2021年度拟对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以下额度的担保：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 拟提供最高担保额度(万元) 

1 深圳市华孚进出口有限公司 500,000 

2 浙江华孚色纺有限公司 63,000 

3 新疆六孚纺织工业园有限公司 30,000 

4 阿克苏华孚色纺有限公司 307,000 

5 新疆华孚棉业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6 香港华孚贸易有限公司 150,000 

合计 1,200,000 

2、担保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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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被担保公司中，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均持有 100%股权。 

二、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1、深圳市华孚进出口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深圳市华孚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田保税区市花路 5号长富金茂大厦 5901

号 

法定代表人 孙伟挺 

注册资本 98,422.5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纺织原料、化纤原料、合成纤维的销售；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

企业信息咨询。（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从事道

路货运经营（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粤交运管许可深字

440300041289号经营，有效期至 2019年 5月 24日）；生产加工捻

线（限分支机构经营）。 

股东构成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经过审计） 2021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8,606 512,434 

负债总额 380,798 412,721 

净资产 107,808 99,713 

营业收入 287,442 87,236 

利润总额 -4,220 -586 

净利润 2,019 -586 

注：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 浙江华孚色纺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浙江华孚色纺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上虞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法定代表人 孙伟挺 

注册资本 20,108.166万美元 

经营范围 高档织物面料的织染及后整理加工，特种纤维、纱线、面料、混

色纺纱线、染色纤维、染色筒纱、服装的生产、加工，销售自产

产品。 

股东构成 香港华孚有限公司、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经过审计） 2021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0,179 365,470 

负债总额 159,705 162,679 

净资产 200,474 202,791 

营业收入 181,753 33,161 

利润总额 9,706 2,316 

净利润 10,631 2,316 

注：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新疆六孚纺织工业园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新疆六孚纺织工业园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五家渠市北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孙伟挺 

注册资本 67,6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特种纤维、纱线、混色纺纱线、染色纤维、染色筒纱的生产、加

工销售；污水处理；一般货物与技术进出口；棉花纺织原料的购

进与销售；棉花加工；废棉销售；机器设备与零配件的购进与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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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新疆华孚色纺集团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经过审计） 2021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038 92,328 

负债总额 21,819 23,928 

净资产 67,219 68,399 

营业收入 40,298 11,129 

利润总额 -2,111 937 

净利润 -2,354 937 

注：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阿克苏华孚色纺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阿克苏华孚色纺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温州路西

侧 

法定代表人 孙伟挺 

注册资本 146,073.28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纺织品、纺织器材的制造、销售；出口本企业的纺织品和服装、

进口企业所需的原料、机械设备、仪器和配件；棉麻收购及销售

（以上须经国家专项审批的在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具体经营项

目以许可证载明项目为准，涉及国营贸易、配额许可证管理、出

口配额招标、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股东构成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华孚色纺集团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经过审计） 2021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3,387 519,047 

负债总额 303,463 349,996 

净资产 169,924 169,051 

营业收入 205,946 76,938 

利润总额 2,916 -703 

净利润 154 -703 

注：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5. 新疆华孚棉业集团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新疆华孚棉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四平路 2288号创新广场(二期)E幢

23层 E2301-1室 

法定代表人 文斌 

注册资本 10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社会经济咨询；股权投资；棉花种植，谷物

种植；销售：食品、农副产品。 

股东构成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经过审计） 2021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1,222 337,290 

负债总额 225,813 232,803 

净资产 105,409 104,488 

营业收入 141,056 54,105 

利润总额 4,174 -966 

净利润 3,029 -966 

注：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6. 香港华孚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香港华孚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长沙湾道 778-784号香港中心 15楼 1502-5室 



法定代表人 孙伟挺 

注册资本 1000万元港币 

经营范围 贸易 

股东构成 深圳市华孚进出口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经过审计） 2021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6,374 134,586 

负债总额 107,086 98,777 

净资产 29,288 35,809 

营业收入 78,741 18,229 

利润总额 -2,639 1,591 

净利润 -2,196 1,591 

注：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为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为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尚未

与相关方签署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机构申请贷款是日常经营所需，

由公司提供担保，能够确保各控股子公司业务的稳定经营，有利于满足各控股子

公司经营过程中对资金的周转需求，提高各控股子公司的经济效益。 

本次预计的被担保方均为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被担保方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

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同时，公司将对上述子公司经

营情况、负债率变化、担保协议的签署等事项进行持续监控与管理，被担保方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担保预计不存在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五、独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2021年度上市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公司及各

子公司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子公司高效、顺畅地筹集

资金,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对全年内部担保总额作出预计，并按相关审议程序进行审议，满足法律法

规的相关要求。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2021 年度，公司预计为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 120 亿

元人民币，全部为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212.99%。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担保余

额为 29.14 亿元，并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期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1.72%。公司不存在任何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