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5138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公告编号：2022-048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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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全资子公司：嵊州盛泰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针织”）；DT Xuan 

Truong Co., Ltd. （以下简称“DTXT”）；SMART SHIRTS LIMITED 新马

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马服装”）；SMART SHIRTS KNITS LIMITED

新马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马针织”）；Sunrise Textiles Group Trading 

(HK) LIMITED 盛泰纺织集团贸易（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GT”）。 

控股子公司：Capital Holding Investment Commercial Real Estate Joint Stock 

Company（以下简称“CH”）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本次对盛泰针织新增担保金额为

10,000 万人民币，已实际为其担保的余额为 79,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对 CH

新增担保金额为 1,200 万美元，已实际为其担保的余额为 0 万元人民币；本

次对 DTXT 新增担保金额为 300 万美元，已实际为其担保的余额为 0 万元人

民币；本次对新马针织、新马服装和 STGT 新增共用担保金额为 3,500 万美

元（为原担保协议的续签，原担保金额为 4000 万美元，续签后为 3500 万美

元），已实际为其担保的余额为 54,081.80 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 2022

年 5 月 9 日起 1 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决定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融资、授

信、履约等业务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3,0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19 日披露的《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预计额度之外，新增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授信、履约等业务

提供担保，预计新增额度不超过 47,845.6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 2022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新增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 

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2022 年 9 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人 金融机构 本次担保金

额 

已实际提供

的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公司 盛泰针织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

兴嵊州支行 

10,000 万人

民币 

79,000 万元

人民币 

2022年 9月

22 日 

新马服装、

新马针织、

STGT 、

DTXT 、

CH 大华银行有

限公司香港

分行 

1,200 万美

元 

0 2022年 9月

29 日 



担保方 被担保人 金融机构 本次担保金

额 

已实际提供

的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Smart 

Apparel  

Group 

Limited 

新马服装、

新马针织、

STGT、CH、

Smart 

Apparel  

Group 

Limited 

DTXT 大华银行有

限公司香港

分行 

300 万美元 0 2022年 9月

29 日 

新马服装、

新 马 针 织

STGT 、

Smart 

Apparel  

Group 

Limited 

新马针织、

新马服装和

STGT 共用 

大华银行有

限公司香港

分行 

3500 万 美

元 

54,081.80

万元人民币 

2022年 9月

29 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盛泰针织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嵊州盛泰针织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30600799618943E 



成立时间：2007 年 3 月 16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五合东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龙兵初 

注册资本：25,452.762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面料印染加工；面料纺织加工；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

其制品制造；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制造；服饰制造；服装辅料销售；服装

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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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二

类医疗器械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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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有 100%股权，盛泰针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盛泰针织资产总额为 146,964.33 万元，负债总额

为 108,855.5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08,855.5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38,753.69 万元，净资产为 38,108.79 万元，营业收入 99,378.74 万元，净利润

8,503.24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盛泰针织资产总额为 153,412.9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5,100.9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22,101.8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43,747.88

万元，净资产为 28,311.93 万元，营业收入 43,730.17 万元，净利润 435.00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新马服装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SMART SHIRTS LIMITED 新马服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69 年 12 月 12 日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观塘巧明街 100 号友邦九龙大楼 26 楼 2601-02 室 



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注册资本：23,790,985 港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服装制造；服装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新马服装 100%股权，新马服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马服装资产总额为 25,547 万美元，负债总额为

12,715 万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2,661 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5,517 万美

元，净资产为 12,832 万美元，营业收入 23,195 万美元，净利润 1,145 万美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新马服装资产总额为 31,525.23 万美元，负债总额

为 18,586.75 万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7,121.88 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6,997.66 万美元，净资产为 12,938.49 万美元，营业收入 16,827.93 万美元，净利

润 361.56 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新马针织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SMART SHIRTS KNITS LIMITED 新马针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6 年 3 月 21 日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观塘巧明街 100 号友邦九龙大楼 26 楼 2601-02 室 

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注册资本：137,791,920 港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服装制造；服装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新马针织 100%股权，新马针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马针织资产总额为 15,086.9 万美元，负债总额

为 12,066.4 万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2,066.4 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4,859.8 万美元，净资产为 3,020.5 万美元，营业收入 25,763.8 万美元，净利润 185.8

美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新马针织资产总额为 17,601.16 万美元，负债总额

为 13,741.73 万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2,741.48 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5,064.49 万美元，净资产为 3,859.44 万美元，营业收入 15,035.07 万美元，净利

润 655.85 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STGT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Sunrise Textiles Group Trading (HK) LIMITED 盛泰纺织集团贸易

（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观塘巧明街 100 号友邦九龙大楼 26 楼 2601-02 室 

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注册资本：135,089,303.96 港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织物贸易。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 STGT100%股权，STGT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STGT 资产总额为 5,788.25 万美元，负债总额为

3,685.14 万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685.14 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644.32

万美元，净资产为 2,103.11 万美元，当年度营业收入 20,954.52 万美元，净利润

122.05 万美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STGT 资产总额为 9,138.43 万美元，负债总额为

6,977.37 万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6,977.37 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949.32

万美元，净资产为 2,161.06 万美元，营业收入 10,672.09 万美元，净利润 57.95



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DTXT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DT Xuan Truong Co., Ltd.  

注册地址：：越南南定省春长县春长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虞俭 

注册资本：272,915,000,000 越南盾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服装制造、 租赁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 DTXT100%股权，DTXT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DTXT 资产总额为 1,907 万美元，负债总额为 667

万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450 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美元，净资产为

1,240 万美元，营业收入 589.95 万美元，净利润 102.21 万美元。（以上数据已经

审计）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DTXT 资产总额为 1,931.52 万美元，负债总额为

739.76 万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739.76 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美元，

净资产为 1191.75 万美元，营业收入 84.69 万美元，净利润 35.9 万美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六）CH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Capital Holding Investment Commercial Real Estate Joint Stock 

Company 

注册地址：No l, B Tower, The Light Holding, Trung Van Urban, Trung Van 

Ward, Nam Tu Liem Distrist, Hanoi City, Vietnam. 



法定代表人：金宁 

注册资本：60,000,000,000 越南盾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建筑、 房地产&土地使用权交易；房产经纪等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 CH 89% 股权，境外非关联公司及自然人持有剩

余股权，CH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对 CH 有绝对的经营控制权，其他少数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小故未按持

股比例对 CH 提供担保。本次公司为 CH 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上市公司股

东的利益。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CH 资产总额为 341 万美元，负债总额为 87 万美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87 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美元，净资产为 254

万美元，营业收入 0 万美元，净利润负 3.6 万美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CH 资产总额为 486.93 万美元，负债总额为 355.83

万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55.83 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美元，净资

产为 131.11 万美元，营业收入 0 万美元，净利润亏损 8.28 万美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被担保人 银行 担 保 合

同金额 

保证额度有效

期 

担 保

方式 

担保范围 保证期限 

1 盛泰针织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

兴 嵊 州 支    

行 

10,000

万 人 民

币 

2022 年 9 月 22

日至 2025 年 9

月 22 日止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

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

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

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

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

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

金。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

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2 CH 大华银行有

限公司香港

分行 

1,200 万

美元 

从每笔贷款的

第一个提款日

期起最多三（3）

年（到期后可申

请延展两年），

且必须在备用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本担保函是为偿还所有担保债务的担保，

但如果附表 2 第 1 部分指明最高债额作为

担保债务金额的上限，则在本担保函下可

向担保人追讨的最高款额将以最高债额的

金额为限。 

本担保函为持续担保，并维持

充分有效直至完全偿还担保

债务，不论有没有任何中途偿

还或解除全部或部分的担保

债务。 



序

号 

被担保人 银行 担 保 合

同金额 

保证额度有效

期 

担 保

方式 

担保范围 保证期限 

信用证到期前

七（7）天 

3 DTXT 大华银行有

限公司香港

分行 

300 万

美元 

每笔贷款的第

一个提款日期

起最多三（3）

年（到期后可申

请延展两年），

且必须在备用

信用证到期前

七（7）天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本担保函是为偿还所有担保债务的担保，

但如果附表 2 第 1 部分指明最高债额作为

担保债务金额的上限，则在本担保函下可

向担保人追讨的最高款额将以最高债额的

金额为限。 

本担保函为持续担保，并维持

充分有效直至完全偿还担保

债务，不论有没有任何中途偿

还或解除全部或部分的担保

债务。 

4 新马针织、

新马服装和

STGT 共用 

大华銀行银

行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3500 万

美元 

各类型的融资

贷款期限最多

180 日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本担保函是为偿还所有担保债务的担保，

但如果附表 2 第 1 部分指明最高债额作为

担保债务金额的上限，则在本担保函下可

向担保人追讨的最高款额将以最高债额的

金额为限。 

本担保函为持续担保，并维持

充分有效直至完全偿还担保

债务，不论有没有任何中途偿

还或解除全部或部分的担保

债务。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融

资、授信、履约等业务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3,000.00 万元（或等

值外币）；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2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在上述额度的基础上，新增对全资子公司融资、

授信、履约等业务提供担保，预计新增额度不超过 47,845.60 万元人民币（或等

值外币）。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2022 年 8 月 29 日披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76,746.04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83.61%。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进行的担保，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233,999.91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4.04%。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