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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0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之间 2022 年 

预计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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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

份”或“本公司”）、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盛公司”）、桐昆集团浙江恒通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

桐昆集团浙江恒腾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腾公司”）、

嘉兴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石化”）、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优化纤”）、桐昆集团浙江恒超化纤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超公司”）、鹏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裕贸易”）、

桐乡市恒基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江苏嘉

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通能源”）、南通佳兴热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通佳兴”）、浙江恒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翔公司”）、江苏桐昆恒阳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阳公司”）、

宿迁桐昆旭阳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阳公司”）、新疆宇欣纺

织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欣公司”）、新疆中昆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昆公司”）、安徽佑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佑顺公司”）、江苏桐昆恒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欣

公司”）、泗阳恒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荣公司”）、福

建恒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海公司”）、福建恒浩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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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预计担保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10 亿元（含等值外币），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额、

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额以及子（孙）公司之间担保额合并计算。 

本公司2021年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1,784,649.39万元人民币，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49.57%。对外部公司的担保金额为0

元。 

3、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2022年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预计2022

年公司将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41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

币），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额、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额以及子（孙）公司

之间担保额合并计算。 

关于上述担保事项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双方基本情况 

1、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桐昆股份） 

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住所：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德胜路 1号 12幢 

注册资本：241,111.9493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陈士良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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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服装制

造；服装服饰批发；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纺织专用设备销售；

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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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生产和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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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桐昆股份（母公司）总资产 4,039,967.26

万元，净资产 2,487,378.91万元，资产负债率 38.43%。2021 年 1 至

12月，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62,625.58万元，利润总额 162,641.21

万元，净利润 148,015.69 万元。 

 

2、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住所：桐乡市梧桐街道桐乡经济开发区第二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39,000万元人民币 

恒盛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对二甲苯的直拨直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化

纤特种、改性、涤纶纤维（除化学危险品）的原料产品和涤纶丝的生

产、销售；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除

棉花、鲜茧的收购）、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及其进出口业务、

技术进出口；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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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恒盛公司总资产 273,963.22 万元，净

资产 75,639.66万元，资产负债率 72.39%。2021 年 1至 12 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483,829.80 万元，利润总额 18,842.28 万元，净利润

16,553.88 万元。 

 

3、桐昆集团浙江恒通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南 

住所：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工业区 202 室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恒通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差别化纤维及聚酯纤维的生产、销售，化工原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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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

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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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恒通公司总资产 451,134.7 万元，净

资产 111,806.83 万元，资产负债率 75.22%。2021 年 1 至 12 月，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799,763.65 万元，利润总额 41,472.05 万元，净利

润 35,964.02 万元。 

 

4、嘉兴石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住所：嘉兴市乍浦镇中山西路 388号 

注册资本：210,000万元人民币 

嘉兴石化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货

物装卸、仓储服务：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服务；不带储存经营（票

据贸易）：对二甲苯（凭有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精对苯

二甲酸（PTA）的生产和销售；副产混苯二甲酸、粗对本二甲酸、苯

甲酸的生产和销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

学品）的销售；普通货物装卸搬运，仓储管理服务；特种化纤、改性

化纤、涤纶纤维（除化学危险品）和涤纶丝的生产、销售；纺织原料

（除棉花、鲜茧的收购）、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经营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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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嘉兴石化总资产 1,390,053.34 万元，

净资产 556,493.91 万元，资产负债率 59.97%。2021 年 1 至 12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06,795.77 万元，利润总额 22,354.58 万元，

净利润 22,546.04万元。 

 

5、桐昆集团浙江恒腾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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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钟玉庆 

住所：长兴县李家巷镇 

注册资本：40,000万美元 

恒腾公司为本公司在浙江长兴县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差别化纤维及聚酯纤维、纸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纺织机械设备

及配件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范围详见《安

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登记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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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恒腾公司总资产 669,639.48 万元，净

资产 520,318.38 万元，资产负债率 22.3%。2021 年 1 至 12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1,346,936.82 万元，利润总额 95,521.39 万元，净利

润 73,759.25 万元。 

 

6、鹏裕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住所：香港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鹏裕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恒盛公司出资在香港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纺织原料及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投资兴办

实业、控股企业资产管理。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鹏裕贸易总资产 70,591.69 万元，净

资产 5,579.13 万元，资产负债率 92.10%。2021 年 1 至 12 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162,149.70 万元，利润总额 1,226.76 万元，净利润

952.34 万元。 

 

7、桐乡市恒基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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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桐乡市梧桐街道梧桐工业经济园区稻乐路 299号 

注册资本：1,200 万元人民币 

恒基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面料纺织加工；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必须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恒基公司总资产 10,660.84 万元，净

资产 8,408.46 万元，资产负债率 21.13%。2021 年 1 至 12 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46,463.38 万元，利润总额 1,101.57 万元，净利润

1,015.76 万元。 

 

8、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住所：嘉兴市乍浦镇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人民币 

恒优化纤为桐昆股份、嘉兴石化与鹏裕贸易共同出资设立的子公

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纤维销售；合成纤维制造；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纸制品制造；纸

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外资比例

小于 25%）（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恒优化纤总资产 600,585.05 万元，净

资产 216,904.19 万元，资产负债率 63.88%。2021 年 1 至 12 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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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纤实现营业收入 673,810.10 万元，利润总额 53,461.60 万元，

净利润 46,346.63万元。 

 

9、桐昆集团浙江恒超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荣 

住所：洲泉镇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32,000万美元 

恒超化纤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差别化、功能化、超细旦、高仿真化学纤维的生产、

销售；差别化纤维的研发；化纤丝的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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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恒超公司总资产 467,419.03 万元，净

资产 249,452.88 万元，资产负债率 46.63%。2021 年 1 至 12 月，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396,049.28 万元，利润总额 27,031.24 万元，净利

润 23,494.36 万元。 

 

10、桐乡市中洲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南 

住所：桐乡市洲泉镇综合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6,784.50 万元人民币 

中洲化纤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差别化化学纤维、塑料再生及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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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洲化纤总资产 22,205.50 万元，净

资产 19,222.45万元，资产负债率 13.43%。2021 年 1至 12 月，中洲

化纤实现营业收入 94,063.46 万元，利润总额 4,307.17 万元，净利

润 4,301.29万元。 

 

11、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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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住所：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综合商务大厦） 

注册资本：620,000万元人民币 

嘉通能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精对苯二甲酸（PTA）

的生产和销售；副产混苯二甲酸、粗对苯二甲酸、苯甲酸的生产和销

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

特种化纤、改性化纤、涤纶纤维（除危险化学品）、合纤丝和涤纶丝

的生产和销售；纺织原料（除棉花、鲜茧的收购）、纺织机械设备及

配件的批发及进出口贸易；余热发电；高低压蒸汽生产及销售；普通

货物装卸搬运，仓储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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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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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纸制品制

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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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嘉通能源总资产 922,246.47 万元，净

资产 459,908.90 万元，资产负债率 50.13%。2021 年 1 至 12 月，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51,957.37 万元，利润总额-7,960.33万元，净利润

-7,228.13 万元。 

 

12、南通佳兴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富强 

住所：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综合商务大厦） 



 9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人民币 

南通佳兴为嘉通能源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热电联产；供电、售电服务；生产销售蒸汽、热水；

电能的输送及分配活动；收费的热力供应服务；电力、热力技术开发；

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污泥处置；电力企业废气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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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南通佳兴总资产 95,384.06 万元，净

资产 75,685.05万元，资产负债率 20.65%。2021 年 1至 12 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0.44万元，利润总额-375.39万元，净利润-272.50 万

元。 

 

13、浙江恒翔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亚芬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海盐经济开发区）海港

大道 1817 号 1406室 

注册资本：66,200万元人民币 

恒翔公司为恒腾化纤和鹏裕贸易共同出资设立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高分子材料研发；表面活性剂、纺织印染助剂、油剂、

润滑油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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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恒翔公司总资产 66,419.89 万元，净

资产 56,310.86万元，资产负债率 15.22%。2021 年 1至 12 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14,428.05万元，利润总额 729.67万元，净利润 711.38

万元。 

 

14、江苏桐昆恒阳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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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宿迁市沭阳县高墟镇临港产业园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恒阳公司为桐昆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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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面料纺织加工；针纺织品及

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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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恒阳公司总资产 173,173.47 万元，净

资产 99,834.67万元，资产负债率 42.35%。2021 年 1至 12 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16.43 万元，利润总额-868.29 万元，净利润-665.33

万元。 

 

15、宿迁桐昆旭阳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建伦 

住所：宿迁市沭阳县沭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工业园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旭阳公司为恒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供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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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技术报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发电技术服务；余

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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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旭阳公司总资产 33,997.62 万元，净

资产 29,980.96万元，资产负债率 11.81%。2021 年 1至 12 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25.34 万元，净利润-19.0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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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疆宇欣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胜海 

住所：新疆阿拉尔市大学生创业园 1号楼 402室 

注册资本：90,000万元人民币 

宇欣公司为嘉兴石化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合成纤维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面料纺织加

工；面料印染加工；合成纤维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针纺织

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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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宇欣公司总资产 69,615.47 万元，净

资产 26,418.02万元，资产负债率 62.05%。2021 年 1至 12 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828.97 万元，净利润-631.98万元。 

 

17、安徽佑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荣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龙桥镇滨河路二号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佑顺公司为桐昆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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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

纤维销售；面料纺织加工；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家

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佑顺公司总资产 8,829.94万元，净资

产 8,513.25万元，资产负债率 3.59%。2021年 1 至 12月，公司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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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704.46 万元，净利润-704.46万元。 

 

18、新疆中昆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祺超 

住所：新疆巴州库尔勒市上库石油石化产业园昆玉路 199 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中昆公司为嘉兴石化、恒盛公司、恒腾公司共同控股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制品、燃

气；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矿产资源（非煤

矿山）开采；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煤炭开采；矿产资源勘查；

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矿物洗选加工；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地质勘查技术服

务；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务（管控要素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中昆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6 日设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昆公司总资产 497.60 万元，净资产

468.70 万元，资产负债率 5.81%。2021 年 1 至 12月，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31.30 万元，净利润 -31.30万元。 

 

19、江苏桐昆恒欣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范炳荣 

住所：泗阳县经济开发区长江南路 88号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恒欣公司为恒通化纤、嘉通能源、江苏海欣共同控股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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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合

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纺织专用

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纤维素纤维原料

及纤维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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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恒欣公司总资产 124,263.21 万元，净

资产 103,767.36 万元，资产负债率 16.49 %。2021 年 1 至 12 月，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203,550.24 万元，利润总额 6,246.02 万元，净利

润 4720.58 万元。 

 

20、泗阳恒荣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新宇 

住所：泗阳县经济开发区长江南路 88号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恒荣公司为恒欣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

品批发；纺织专用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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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泗阳恒荣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年 02 月 17 日。 

 

21、福建恒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钟玉庆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次三路 588 号 

注册资本：350,000万人民币 

恒海公司为桐昆股份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面料纺织加工；针纺

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

研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

合成材料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 

恒海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1日成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恒海公司总资产 0 万元，净资产 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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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资产负债率 0 %。2021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22、福建恒浩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钟玉庆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次三路 588 号 

注册资本：70,000万人民币 

恒浩公司为恒盛化纤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面料纺织加工；针纺

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

研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纸制

品制造；纸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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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恒浩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3 月 9 日。 

 

三、预计担保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经营计划及其信用条件，公司为子

公司、子公司为母公司及子（孙）公司之间互相提供银行融资、债务

担保等担保事项，具体担保额度详见下表：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1 桐昆股份 恒盛公司 不超过 45 亿 

2 桐昆股份 恒通公司 不超过 45 亿 

3 桐昆股份 嘉兴石化 不超过 120 亿 

4 桐昆股份 嘉通能源 不超过 223 亿 

5 桐昆股份 南通佳兴 不超过 2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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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桐昆股份 恒优公司 不超过 85 亿 

7 桐昆股份 恒腾公司 不超过 50 亿 

8 桐昆股份 恒超公司 不超过 100 亿 

9 桐昆股份 恒阳公司 不超过 100 亿 

10 桐昆股份 旭阳公司 不超过 20 亿 

11 桐昆股份 恒欣公司 不超过 10 亿 

12 桐昆股份 恒荣公司 不超过 10 亿 

13 桐昆股份 宇欣公司 不超过 20 亿 

14 桐昆股份 恒海公司 不超过 163 亿 

15 桐昆股份 恒浩公司 不超过 30 亿 

16 桐昆股份 佑顺公司 不超过 100 亿 

17 桐昆股份 中昆公司 不超过 90 亿 

18 桐昆股份 恒翔公司 不超过 2亿 

19 桐昆股份 鹏裕贸易 不超过 20 亿 

20 桐昆股份 恒基公司 不超过 2亿 

21 恒盛公司 桐昆股份 不超过 40 亿 

22 恒通公司 桐昆股份 不超过 20 亿 

23 石化公司 桐昆股份 不超过 50 亿 

24 恒腾公司 桐昆股份 不超过 18 亿 

25 嘉通公司 南通佳兴 不超过 15 亿 

26 恒盛公司 鹏裕贸易 不超过 5亿 

27 中洲公司 恒盛公司 不超过 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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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恒基公司 嘉兴石化 不超过 5亿 

 合计 不超过 1410亿 

在此额度内，各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向银行贷款或提供债务

担保。涉及银行融资担保的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一致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母公

司及子（孙）公司之间互相提供银行融资、债务担保等担保事项。恒

盛公司、恒通公司、嘉兴石化、恒腾公司、恒基公司、中洲化纤、嘉

通能源、恒超公司、恒阳公司、佑顺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恒海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鹏裕贸易、恒优化纤、南通佳兴、恒翔公司、

旭阳公司、宇欣公司、恒欣公司、恒浩公司、恒荣公司、中昆公司为

公司的孙公司，各项银行贷款及债务担保均为日常经营所需，相互之

间提供担保是在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存在与中

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对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总计为

2,451,056.84 万元，占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比例为 68.08%；以上担保，均为公司与子（孙）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无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孙）公司之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提供

过担保，也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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