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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58    证券简称：健盛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9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浙江

健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针织”）、浙江俏尔婷婷服

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俏尔婷婷”）、贵州鼎盛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贵州鼎盛”）、贵州健盛运动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健盛”）、

健盛越南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印染”）、越南易登运动服

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易登”）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250,000 万元，其中江山针织、杭州健盛、乔登针织、俏尔婷婷拟为

公司在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融资分别提供不超过 80,000万

元、80,000 万元、10,000万元、8,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拟为

江山针织、俏尔婷婷、贵州鼎盛、贵州健盛、越南印染、越南易登在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融资分别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8,000

万元、8,000 万元、7,000 万元、10,000 万元、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

担保；俏尔婷婷拟为贵州鼎盛在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融资

提供不超过 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健盛袜业越南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健盛越南”）拟为越南印染、越南易登在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融资分别提供不超过 4,000 万元、10,000万元。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含合并范围内互相担保）已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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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45,25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预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

保逾期的情形。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规定，

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拟为综合授信提

供合计不超过 25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总额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8.00%。预计担保内容如下：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结合 2021 年公司及子公司

向银行融资的情况进行了预测分析，为确保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江山针织、

杭州健盛、乔登针织、俏尔婷婷拟为公司在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融

资分别提供不超过 80,000 万元、80,000 万元、10,000 万元、8,000 万元的连带责

任担保；公司拟为江山针织、俏尔婷婷、贵州鼎盛、贵州健盛、越南印染、越南

易登在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融资分别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8,000

万元、8,000 万元、7,000 万元、10,000 万元、1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俏尔

婷婷拟为贵州鼎盛在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融资提供不超过 5,000 万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健盛袜业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盛越南”）拟为越南

印染、越南易登在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融资分别提供不超过 4,000

万元、10,000 万元，以解决公司及子公司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同时

董事会授权总裁或总裁指定的授权代理人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上述

范围内办理具体的担保事宜及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实施期限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之日止。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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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1、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杭州市萧山经济开发区金一路 111号 

法定代表人 张茂义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针纺织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企业管理；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江山针织 

公司名称 浙江健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清湖街道创新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 姜风 

经营范围 

棉袜、氨纶橡筋线、针织内衣生产、销售、设计开发；普通货运；

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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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贵州鼎盛 

公司名称 贵州鼎盛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开发区轻工产业园木界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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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 

法定代表人 张茂义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

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针织内衣、服装、针织面料、袜子

及其他针织系列产品制造销售；印染及后整理加工，进出口业务。 

 

4、贵州健盛 

公司名称 贵州健盛运动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贵州省黔东南州三穗县武笔街道经济开发区建材与制造产业园创

业就业实训基地 

法定代表人 张茂义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

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生产各类袜子、针织内衣、服装、

针织面料及其他针织品；销售自产产品，印染及后整理加工，氨

纶橡筋、纱线研发、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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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5、俏尔婷婷 

公司名称 浙江俏尔婷婷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人民大道西段 1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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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张茂义 

经营范围 

制造；针织内衣、服装、针织面料、袜子及其它针织品；销售自

产产品；印染及后整理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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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越南印染 

公司名称 健盛（越南）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越南-兴安省-安美县-辽社乡-纺织印染工业 B区 

法定代表人 吕建军 

经营范围 生产纱线、制服、租厂房（属于公司财产）、进出口 

 

7、越南易登 

公司名称 越南易登运动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越南-兴安省-美豪市镇-异使坊-纺织印染工业 B区  

法定代表人 阮氏芳鸾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服装，内衣，服装配饰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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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 江山针织 贵州鼎盛 贵州健盛 俏尔婷婷 越南印染 越南易登 

资产总额 
362,867.73 96,087.13 25,130.98 14,677.85 25,224.08 62,690.13 1,932.13 

负债总额 
147,843.82 23,636.53 5,925.88 7,715.35 13,798.97 9,746.8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27,739.99 23,540.71 5,915.38 7,715.35 13,798.97 9,746.87  

银行负债总额 
76,432.50 7,756.49   3,003.63 674.02  

净资产 
215,023.91 72,450.60 19,205.10 6,962.50 11,425.11 52,943.26 1,932.13 

营业收入 
169,228.56 78,868.17 26,500.13 4,822.95 25,072.43 28,109.86  

净利润 
24,975.69 10,420.92 2,665.64 -187.50 5,207.25 -622.96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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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 江山针织 贵州鼎盛 贵州健盛 俏尔婷婷 越南印染 越南易登 

资产总额 
379,914.40 108,064.10 29,761.58 13,632.90 26,446.21 61,036.11 4,786.32 

负债总额 
167,030.46 32,025.66 9,667.66 3,598.33 15,101.93 9,365.70 1,622.7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46,996.01 31,953.79 8,417.66 3,598.33 15,101.93 9,365.70 1,622.74 

银行负债总额 
81,186.33 10,500.00 1,250.00  3,000.00   

净资产 
212,883.94 76,038.44 20,093.93 10,034.57 11,344.28 51,670.40 3,163.58 

营业收入 
50,921.33 17,449.82 7,694.29 2,196.85 10,453.15 5,980.74  

净利润 
1,061.14 3,587.85 888.82 222.07 -80.83 -118.96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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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担保人与公司的股权结构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预计的担保额度为最高担保限额，由于担保合同要到实际融资时与

融资合同一起签署，因此具体担保内容和形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对后

续担保进展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担保预计事项的实施期限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 2022年度拟为综合授信提供合计不超过 25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业务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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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的对象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实际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公司 2022 年对外担保计划

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需求，优

化其资金结构，不会影响公司的整体经营能力，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担保决策程

序合理、合法、公允，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良影响。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为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合同累计金额为

145,250万元（含 2021年度担保金额、不含本次担保预计），全部为公司对子公

司、子公司对母公司或子公司对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2.75%。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