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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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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担保审议情况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泰化学”）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七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七届三十一次监事会，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

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公司及下属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下属公

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 230.68 亿元、美元 0.54

亿元。详细内容见 2022 年 2 月 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

之间提供担保共计 276,876.45 万元，未超过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

率 

预计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金额

（万元） 

中泰化学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0%以下 1,576,200 

110,000.00 

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9,000.00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30,833.00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55,500.00 

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12,034.37 

库尔勒中泰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10,000.00 



 

中泰化学 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70%以上 764,900 

9,509.08 

库尔勒中泰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 20,000.00 

合计 2,341,100 276,876.45 

注：按照提交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1 日汇率换算，担保额度合计约 234.11

亿元人民币。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8 月 6 日 

注册资本：396,942.708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新武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 218 国道东侧、库塔干渠北侧 

主营业务：粘胶纤维、差别化纤维的生产及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单户口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212,369.48 万元，负债总额为 649,405.49 万元，净资产为 562,963.99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467,135.96 万元，净利润为 7,887.44 万元（经审计）。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83,942.7087 96.725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3,000 3.275 

合计 396,942.7087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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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84,509.8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29,562.75 万元，净资产为 154,947.07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195,924.63 万元，净利润为 1,558.77 万元（经审计）。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75,104.8593 51.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2,159.5707 49.00 

合计 147,264.4300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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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38,130.6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68,237.70 万元，净资产为 69,892.96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223,911.32 万元，净利润为 17,358.33 万元（经审计）。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30,600 51.00 

巴州震纶投资有限公司 29,400 49.00 

合计 60,000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1 月 16 日 

注册资本：558,821.191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斌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益民西街 1868 号 

主营业务：聚氯乙烯树脂、离子膜烧碱的生产和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448,464.76 万

元，负债总额为 574,543.62 万元，净资产为 873,921.14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为 678,398.17 万元，净利润为 80,240.11 万元（经审计）。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72,534.1572 84.5591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9,459.1035 8.8506 

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5,327.9311 6.3219 

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000 0.1789 

乌鲁木齐国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500 0.0895 

合计 558,821.1918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8 月 5 日 

注册资本：289,36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唐湘军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准噶尔路 3188 号 

主营业务：聚氯乙烯树脂、离子膜烧碱的生产和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133,470.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611,283.80 万元，净资产为 522,186.66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783,709.44 万元，净利润为 74,056.56 万元（经审计）。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1,7850  40.73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0,3655  35.82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65,067 22.49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795 0.96 

合计 289,367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10 月 19 日 

注册资本：440,169.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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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树脂、离子膜烧碱、电石的生产和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090,653.20 万



 

元，负债总额为 487,050.89 万元，净资产为 603,602.31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为 514,080.07 万元，净利润为 68,170.30 万元（经审计）。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30,419.9018 97.7849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9,750  2.2151 

合计 440,169.9018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18 日 

注册资本：68,89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广东道 7-11 号尖沙咀海港城世界商业中心 14 楼 1401

室 

主营业务：化工材料、化工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2）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18,548.6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0,938.23 万元，净资产为 67,610.39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306,405.03 万元，净利润为-90.44 万元（经审计）。 

（3）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3 月 10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国英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 39 号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经营，仪器仪表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等。 

（2）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81,881.94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1,461.48 万元，净资产为 10,420.47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341,188.02 万元，净利润为 2,590.75 万元（经审计）。 

（3）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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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508.93万元，占公

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72.91%，占2021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25.17%，公司

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七届三十一次监事会决议； 

2、被担保方 2021 年 12 月报表； 

3、担保方与融资机构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