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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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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2年度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因公司生产发展需要，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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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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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文书。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1、公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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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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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7 浙江博忆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200,000 

2、担保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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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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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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经过审计） 2022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0,153.12  762,608.64  

负债总额 561,898.38  603,001.98  

净资产 168,254.74  159,606.67  

营业收入 434,192.89  110,974.62  

利润总额 25,948.55  11,351.93  

净利润 25,869.75  11,351.93  

注：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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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经过审计） 2022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3,861.07   351,422.45  

负债总额  124,178.73   155,616.66  

净资产  199,682.35   199,405.80  

营业收入  141,962.90   35,517.67  

利润总额  10,709.46   2,435.71  

净利润  8,776.11   2,435.71  

注：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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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经过审计） 2022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3,810.42  98,925.29  

负债总额 24,233.55  28,992.73  

净资产 69,576.87  69,932.56  

营业收入 45,371.75  8,266.19  

利润总额 2,357.80  355.69  

净利润 2,357.80  355.69  

注：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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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451.614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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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经过审计） 2022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7,610.62   655,642.79  

负债总额  304,828.98   361,644.10  

净资产  282,781.64   293,998.69  

营业收入  342,684.56   97,639.75  

利润总额  6,015.59   3,196.53  

净利润  5,479.58   2,717.05  

注：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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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经过审计） 2022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1,399.12   239,695.69  

负债总额  120,482.46   131,795.86  

净资产  110,916.66   113,899.82  

营业收入  363,926.61   64,832.18  

利润总额  7,529.73   2,983.17  

净利润  5,508.02   2,535.69  

注：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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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经过审计） 2022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339.94   135,156.16  

负债总额  87,435.05   101,575.08  

净资产  35,904.89   36,381.09  

营业收入  114,471.55   30,299.94  

利润总额  899.84  1,412.62 

净利润  745.30  1,412.62  

注：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7.浙江博忆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浙江博忆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诸暨市牌头镇新升村 

法定代表人 许栩光 

注册资本 1,420.1534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纺织专用设备制造；

纺织专用设备销售；面料纺织加工；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

劳动保护用品生产；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家用纺织

制成品制造；服装制造；服饰制造；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

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家用电器销

售；电气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建筑材料销售；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https://180.96.8.4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Person.html?id=DA97C1B4B1E583554C700EFC477EBF32&name=%E8%AE%B8%E6%A0%A9%E5%85%89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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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浙江鲲驰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份，深圳华孚网链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浙江鲲驰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64.95%股份，深圳华孚网

链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经过审计） 2022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912.50   20,197.09  

负债总额  12,484.07   13,084.25  

净资产  3,428.43   7,112.84  

营业收入  10,429.73   2,705.57  

利润总额  329.19   170.54  

净利润  343.29   170.54  

注：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被担保人均不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为公司预计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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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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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降低风险，在上述额度内的对外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

将要求非全资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照公平、对等原则，依据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

的担保或反担保。  



五、独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2022年度上市公司为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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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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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本公司对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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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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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1%。公司不存在任何逾期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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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