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2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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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9 日，公司披露了对外担保的进展情况，详细内容见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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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2022 年 4 月 9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为下属公

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共计 268,5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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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发生

金额 

（万元） 

累计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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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421,410.11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22,000.00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7,049.60 

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 
1,500.00 

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80,645.00 

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10,530.13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29,500.00 

中泰化学 

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70%以上 764,900 

11,761.84 

109,509.94 

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35,000.00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 
17,200.00 

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 2,000.00 

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0 

库尔勒中泰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齐泰科技有限公司 11,399.83 

合计 2,341,100 268,586.40 530,920.05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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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述数据为财务部门初步统计数据，最终以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半

年度报告披露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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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12,369.48 1,325,446.98 

负债总额 649,405.49 766,456.68 

净资产 562,963.99 558,990.30 

营业收入 467,135.96 100,887.22 

净利润 7,887.44 -4,1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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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3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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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4,509.82 283,678.38 

负债总额 129,562.75 127,691.93 

净资产 154,947.07 155,986.45 

营业收入 195,924.63 35,451.17 

净利润 1,558.77 1,0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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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望湖路

1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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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8,130.66 235,137.57 

负债总额 168,237.70 160,816.96 

净资产 69,892.96 74,320.61 

营业收入 223,911.32 42,581.69 

净利润 17,358.33 4,4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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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9 月 2 日 

注册资本：43,689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宫正 

注册地址：新疆阿拉尔市 2 号工业园纬二路东 755 号 

主营业务：粘胶纤维、差别化纤维的生产销售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8,883.45 618,294.39 

负债总额 457,376.97 474,700.31 

净资产 151,506.50 143,594.08 



 

营业收入 212,360.25 59,665.88 

净利润 -44,387.34 -8,063.99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4,000 54.93 

新农发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 13.73 

新疆中泰高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00 9.16 

阿拉尔市吉冠实业有限公司 2,689 6.15 

杭州融腾投资有限公司 2,500 5.72 

王晓华 2,500 5.72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公司 2,000 4.58 

合计 43,689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青岛齐泰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青岛齐泰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7 月 31 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于雅静 

注册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莫斯科路

44 号乾通源办公楼四楼 8432 室（A）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研发；棉纤维销售；

木制品销售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6,486.07 180,541.30 

负债总额 104,365.85 177,487.96 



 

净资产 2,120.22 3,053.34 

营业收入 707,235.29 434,568.00 

净利润 916.95 933.13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1400 70.00 

诸城密莎集团有限公司 200 10.00 

新疆世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0 10.00 

苏州欧唐贸易有限公司 200 10.00 

合计 2,000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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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48,464.76 1,456,350.47 

负债总额 574,543.62 580,499.18 

净资产 873,921.14 875,851.28 

营业收入 678,398.17 170,079.74 



 

净利润 80,240.11 1,6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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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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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3,470.46 1,194,683.35 

负债总额 611,283.80 664,070.12 

净资产 522,186.66 530,613.23 

营业收入 783,709.44 207,378.25 

净利润 74,056.56 8,2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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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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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0,653.20 1,181,802.44 

负债总额 487,050.89 565,580.98 

净资产 603,602.31 616,221.46 

营业收入 514,080.07 139,879.29 

净利润 68,170.30 12,4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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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6 月 15 日 

注册资本：205,103.305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江军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西沟路口东侧 

主营业务：电石生产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0,702.83 738,520.61 

负债总额 356,228.50 429,239.93 

净资产 304,474.33 309,280.68 

营业收入 456,789.49 135,762.70 

净利润 46,784.58 4,604.25 

（3）新疆中泰矿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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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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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548.62 117,616.52 

负债总额 50,938.23 49,822.30 

净资产 67,610.39 67,794.22 

营业收入 306,405.03 87,671.07 

净利润 -90.44 4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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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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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1,881.94 214,107.47 

负债总额 171,461.48 202,877.09 

净资产 10,420.47 11,230.38 

营业收入 341,188.02 98,357.22 

净利润 2,590.75 8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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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3 月 4 日 

注册资本：38,744.75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保文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 39 号 1206 室 

主营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国际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等。 

（2）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2,313.11 470,787.58 

负债总额 312,471.96 419,359.23 

净资产 49,841.15 51,428.35 

营业收入 801,870.16 182,192.05 

净利润 6,381.72 1,582.71 

（3）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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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8 月 23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凌强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甘河子镇东大桥(8 区 2 段)  

主营业务：液化天然气、萘、燃料油、中性油、机械油、柴油、润滑油等的

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794.45 24,590.55 

负债总额 20,608.87 20,153.08 

净资产 4,185.58 4,437.47 

营业收入 187,582.92 34,728.90 

净利润 953.76 250.40 

（3）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为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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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6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润鑫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沙路 2808 号 2 幢 104 室 



 

主营业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装卸搬运，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汽车租

赁，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塑料制品、化工用品、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73.88 11,706.33 

负债总额 7,455.07 7,130.98 

净资产 4,418.81 4,575.35 

营业收入 36,134.61 10,446.94 

净利润 373.73 156.54 

（3）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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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752.98万元，占公

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74.43%，占2021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2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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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被担保方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3 月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