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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临 2023-007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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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 

上海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 

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紫燕合金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紫华薄膜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紫泉智能标签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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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紫江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紫东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为 270,000 万元人民

币。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为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0 元、为上海紫丹

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7,000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 8,000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00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

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0 元、为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8,600 万元

人民币、为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0,785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丹印务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830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0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江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3,000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 0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00 万元人民币、

为上海紫燕合金应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0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江新材料应用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9,512.27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华薄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0

万元人民币、为湖北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0 元人民币、为安徽紫泉智能标

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0元、为安徽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0元、为

安徽紫江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0 元、为上海紫东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 0元。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和本公司的有关制度规

定，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江国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2）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丹食品包装”）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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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紫泉包装”）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5,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4）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紫泉标签”）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5,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5）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紫泉饮料”）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6）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紫日包装”）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3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7）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紫江彩印”）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8）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丹印务”）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 15,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9）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紫江喷铝”）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5,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10）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东尼龙”）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11）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江新材料”）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12）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种瓶业”）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13）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紫丹包装”）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14）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燕合金应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燕合金”）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15）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江新材料

应用”）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16）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华薄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华薄膜”）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5,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17）为全资子公司湖北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紫丹包装”）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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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为全资子公司安徽紫泉智能标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紫泉智能

标签”）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19）为全资子公司安徽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紫江喷铝”）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20）为全资子公司安徽紫江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紫江复合

材料”）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21）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东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东新型”）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期限为三年，并授权

公司总经理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有关规定，上述议案（15）、（19）将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45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

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1388 号 1 号楼 218 室，法定代表人：石惠。公司占紫江国贸 100%

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及咨询，承办中外合资、合作，

“三来一补”，建材，化工产品及原料、机电产品及相关产品、包装材料、计算机及

配件、食用农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针纺织品、珠宝首饰、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电子产品、金属材料、木材、农药、日用百货、汽车、汽车配件、食品添加

剂、医疗器械的销售，食品销售，房地产咨询，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经营，房屋

租赁。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4,762.99 万元，负债总额 10,089.0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089.06 万元，资产净额 4,673.94 万元，营业收入 29,486.56 万

元，净利润 1,389.87 万元。 

（2）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6,042.6435 万人民币，注册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北松路 888 号，法定代表人：陆卫达。公司占紫丹食品 100%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食品用纸包装、容

器制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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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用塑料包

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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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日用品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竹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销售代理；包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35,756.20 万元，负债总额 24,888.74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 23,699.46 万元，资产净额 10,867.45 万元，营业收入 53,762.52 万元，净利润

2,878.54 万元。 

（3）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9,747.8827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

市闵行区颛兴路 1288 号第 10 幢，法定代表人：邬建敏。公司占上海紫泉包装 100%

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铁瓶盖及垫片生产，包装装潢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从事

塑料制品、纸制品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塑料制

品、纸制品、金属制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89,575.75 万元，负债总额 48,525.4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8,525.44

万元，资产净额 41,050.31 万元，营业收入 145,378.60 万元，净利润 4,092.17 万元。 

（4）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4,392.0652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

市闵行区颛兴路 1288 号，法定代表人：邬建敏。公司占上海紫泉标签 100%股权，该

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各类标签、塑料制品，包装装潢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销售自

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塑料包

装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产品检测服务。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52,766.12 万元，负债总额 31,436.14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 31,436.14 万元，资产净额 21,329.98 万元，营业收入 82,876.99 万元，净利润 119.90

万元。 

（5）上海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2,869.0223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 1188 号，法定代表人：程岩。公司占上海紫泉饮料 100%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87,099.03 万元，负债总额 47,314.01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 46,539.90 万元，资产净额 39,785.02 万元，营业收入 66,338.72 万元，净利

润 6,747.68 万元。 

（6）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6,937.8668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

市闵行区颛兴路 899 号，法定代表人：朱力。公司占上海紫日包装 100%股权，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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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范围为食品用塑料容器（塑料防盗瓶盖）、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制造，销售

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仓储，塑料包装产品的检测

和技术咨询服务。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51,176.92 万元，负债总

额 18,974.8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592.91 万元，资产净额 32,202.09 万元，营业收

入 49,518.85 万元，净利润 3,733.16 万元。 

（7）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6,762.0167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 888 号，法定代表人：王虹。公司占上海紫江彩印 100%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塑料彩印镀铝复合制品、非复合膜制品、无菌包装用包装材料

等各类塑料彩印复合制品、真空喷铝膜、纸版、不干胶商标材料、晶晶彩虹片及包装

装潢印刷，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图文设计制作，工业设计，

房屋租赁，仓储管理（除危险品）。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63,784.76

万元，负债总额 30,058.5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9,488.38 万元，资产净额 33,726.26

万元，营业收入 63,570.50 万元，净利润 2,583.74 万元。 

（8）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9,975.1203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

市闵行区中青路 99 号，法定代表人：陆卫达。公司占紫丹印务 100%股权，该公司经

营范围为生产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高性能复合材料）、纸制品，包装装潢印刷，

销售自产产品、木制品、橡塑制品、纸制品，提供售后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9,834.86 万元，负债总额 15,586.7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4,037.03 万元，资产净额 14,248.10 万元，营业收入 29,326.81

万元，净利润 1,165.45 万元。 

（9）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2,416.4261 万人民币，注册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 1618 号，法定代表人：王高峰。公司占上海紫江喷铝 100%

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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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产各种规格、颜色的真空喷铝包装材料；高档镭射喷铝纸、

纸板；销售自产产品；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销售；图文设计、制作；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44,175.35 万元，负债总额 27,130.8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6,799.84

万元，资产净额 17,044.47 万元，营业收入 34,247.35 万元，净利润 1,684.10 万元。 

（10）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5,559.8203 万人民币，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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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 1899 号，法定代表人：黄银飞。公司占紫东尼龙 100%股

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

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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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

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0,379.57 万元，

负债总额 8,766.39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8,766.39 万元，资产净额 11,613.18 万元，营

业收入 15,456.39 万元，净利润 3,490.20 万元。 

（11）上海紫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938.3 万人民币，注册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 889 号 1 幢，法定代表人：郭峰。公司占紫江新材料 58.94%

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多层复合材料，包装膜，锂离子电池薄膜等特殊

功能性薄膜，销售自产产品。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07,014.32

万元，负债总额 60,039.1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2,442.82 万元，资产净额 46,975.15

万元，营业收入 70,018.19 万元，净利润 11,908.66 万元。 

（12）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9,932.7308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 998 号，法定代表人：王玉波。公司占特种瓶业 100%股权，该

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高性能复合材料），销售自产产品，仓

储服务，生产销售 PET 塑料瓶。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34,492.30

万元，负债总额 16,941.7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5,242.92 万元，资产净额 17,550.58

万元，营业收入 22,164.20 万元，净利润 2,127.05 万元。 

（13）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2,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

市闵行区北松路 888 号 8 号楼，法定代表人：陆卫达。公司占上海紫丹包装 100%股

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研发和生产彩印瓦楞纸板包装产品、彩印卡纸包装产品、纸制

品、包装装潢印刷，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5,960.16 万元，负债总额 13,765.96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9,060.95 万元，资产净额 12,194.20 万元，营业收入 15,254.84 万元，净

利润-44.04 万元。 

（14）上海紫燕合金应用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543.4107 万人民币，注册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 999 号，法定代表人：盛时淙。公司占紫燕合金 85%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研制、生产射出成型镁合金新型材料及制品，精密模具的设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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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汽车零部件及汽车油箱等塑料制品的制造，销售自产产品，房屋租赁，仓储管理

（除危险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4,258.29 万元，负债总额 4,439.7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397.95 万元，资产净额 9,818.58 万元，营业收入 11,433.21 万

元，净利润 1,594.75 万元。 

（15）上海紫江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己楼 5 楼 01 室 B 座，法定代表人：贺爱忠。公司占紫江

新材料 58.94%股权，紫江新材料占紫江新材料应用 100%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一

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型膜材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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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6,661.65 万元，负债总

额 23,149.29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2,527.73 万元，资产净额 3,512.36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280.41 万元。 

（16）上海紫华薄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

市闵行区颛兴路 1288 号第 9 幢，法定代表人：王冬梅。公司占紫华薄膜 100%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聚乙烯流延膜、聚乳酸基复合材料膜、透气膜、印刷膜，包装

装潢印刷，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塑料制品的销售，房

屋租赁，自有设备租赁，仓储服务（除危险品）。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

产总额 20,395.73 万元，负债总额 13,418.5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2,284.13 万元，资

产净额 6,977.20 万元，营业收入 25,185.00 万元，净利润 922.33 万元。 

（17）湖北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钟祥

市大柴湖经济开发工业园区三号路以北、四号路以东，法定代表人：陆卫达。公司占

湖北紫丹包装 100%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食品

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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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纸和

纸板容器制造；包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销售；印刷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制造；

包装专用设备销售；销售代理；塑料制品制造。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

产总额 21,288.15 万元，负债总额 11,297.1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9,813.28 万元，资产

净额 9,991.04 万元，营业收入 32,624.13 万元，净利润 4,764.71 万元。 



9 

（18）安徽紫泉智能标签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4,5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

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联合路成都机械电子创业园 6 号厂房，法定代表人：殷华峰。公

司占安徽紫泉智能标签 100%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各类标签、塑料制品，其

他印刷品印刷，销售自制产品，从事货物以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8,449.81 万元，负债总额 11,776.15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11,776.15 万元，资产净额 6,673.66 万元，营业收入 21,155.87 万元，净

利润 1,758.02 万元。 

（19）安徽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

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成都机械电子创业园 9 号厂房，法定代表人：王高峰。公司占安

徽紫江喷铝 100%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

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真空镀膜加工；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图文设计

制作；工业设计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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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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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22,934.79 万元，负债总额 16,902.0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651.65

万元，资产净额 6,032.79 万元，营业收入 19,404.04 万元，净利润 823.16 万元。 

（20）安徽紫江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

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联合路成都机械电子创业园 2 号、4 号厂房，法定代表人：王虹。

公司占安徽紫江复合材料 100%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

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纸

制品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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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

刷；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3,928.49 万元，负债总额 16,260.02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 16,260.02 万元，资产净额 7,668.47 万元，营业收入 16,775.59 万元，净利润 1,451.82

万元。 

（21）上海紫东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2,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紫东路 1 号 5 幢，法定代表人：黄银飞。公司占紫东新型 100%股权，



10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新型

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2,000.08 万元，负债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0

万元，资产净额 12,000.08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08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270,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公司自本议案

经八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内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权公司总经理

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而提供的担保，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

期债务，公司为其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5,432.5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1.87%，均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上述担保在公司的可控范

围内，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3、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4、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5、上海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6、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7、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8、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9、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10、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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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海紫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12、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13、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14、上海紫燕合金应用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15、上海紫江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16、上海紫华薄膜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17、湖北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18、安徽紫泉智能标签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19、安徽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0、安徽紫江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1、上海紫东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