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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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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泰化学” ）六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于2018年1月10日以

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8年1月16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董事1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3名，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

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80,000万元综合授

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

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60,000万元综合授

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申请45,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申请8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8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3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

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1、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3、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4,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4、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5、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6、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7、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8、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9、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0、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1、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2、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

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3、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4、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5、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6、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7、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8、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8,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9、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145,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0、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1、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2、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3、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4、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80,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5、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6、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7、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8、 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

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9、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0、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1、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2、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

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3、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4、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8,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5、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6、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7、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8、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9、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0、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

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1、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2、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3、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支行申请14,000万

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4、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5、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申请1,200万美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6、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6,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7、 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8、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9、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0、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1、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2、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3、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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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

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

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提依

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创安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

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智汇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

买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帕尔哈提·买买提

依明回避表决）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

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利华棉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

买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提

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

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沈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

买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托克逊县新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提

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昆玉新材料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提依

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与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与中泰（丹加拉）新丝路纺织产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

洪欣、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中泰（丹加拉）新丝路纺织产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

欣、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新疆蓝天物流石油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与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

提·买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上海欣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提

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1、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

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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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增

资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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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公告》。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公司与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出租房产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

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出租房产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

尔哈提·买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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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会议以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租赁新疆新

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电石装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李良甫、

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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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租赁新疆新冶能源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电石装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年报工作规则》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则》

七、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

度》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内

部审计制度》

八、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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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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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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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泰化学” ）六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于2018年1月10日以

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8年1月16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

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80,000万元综合授

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

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60,000万元综合授

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申请45,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申请8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8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3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

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1、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3、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4,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4、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5、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6、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7、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8、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9、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0、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1、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2、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

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3、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4、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5、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6、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7、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8、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8,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9、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145,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0、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1、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2、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3、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4、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80,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5、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6、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7、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8、 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

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9、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0、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1、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2、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

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3、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4、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8,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5、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6、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7、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8、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9、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0、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

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1、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2、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3、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支行申请14,000万

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4、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5、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申请1,200万美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6、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6,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7、 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

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8、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9、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0、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1、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2、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3、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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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

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创安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

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智汇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

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李娇回避表决）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

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利华棉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

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

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沈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

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托克逊县新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昆玉新材料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与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与中泰（丹加拉）新丝路纺织产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

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中泰（丹加拉）新丝路纺织产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

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新疆蓝天物流石油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与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

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上海欣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1、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

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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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公司与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出租房产的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出租房产的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

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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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租赁新疆新

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电石装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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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租赁新疆新冶能源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电石装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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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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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为保证2018年度生产运营需要本公司各下属公司经与各家银行协商，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共计1,391,

000万元人民币、1200万美元，由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下属公司本次申请的为综合授信，不代表实际贷款情况，2018年下属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适时向银行申

请贷款。 各下属公司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计划如下：

1、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融资机构 授信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5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4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4

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5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5,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6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189,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需求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2、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

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5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3

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1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80,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3、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

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3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7,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57,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4、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

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3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2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60,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5、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融资机构 授信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5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2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3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5,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8,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7

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145,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3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9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5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1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5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11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

8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518,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6、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

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3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3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

1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90,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7、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

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3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3,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6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8,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91,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8、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

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5,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7,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5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4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

1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102,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9、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

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

1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10,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10、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1）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74,000万元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

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

1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14,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74,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2）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1,200万美元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

额度（万美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2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1,2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11、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

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6,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

15,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7,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5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5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2,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7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100,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12、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

额度（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

年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20,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和担保金额。

4、公司向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收取担保费。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74,034.1572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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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1,241,415.28万元，负债总额为517,929.81万元，净资产为723,

485.4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1.72%（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631,816,392 97.71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3,525,180 1.97

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0.21

乌鲁木齐国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0.11

合计

4,740,341,572 100.00

2、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24,3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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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914,581.14万元，负债总额为599,850.25万元，净资产为314,

730.8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5.59%（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

）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178,500,000 52.5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021,500,000 45.54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43,000,000 1.92

合计

2,243,000,000 100.00

3、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7,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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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为490,817.77万元， 负债总额为422,341.90万元， 净资产为68,

475.8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05%（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群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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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560,052.23万元，负债总额为415,402.49万元，净资产为144,

649.7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4.17%（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000 89.29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50,000,000 10.71

合计

1,400,000,000 100.00

5、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37,851.799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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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配套热、电、水的技术开发，销售本公司生产产品。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1,631,325.90万元，负债总额为1,085,808.59万元，净资产为545,

517.3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6.56%（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178,517,996 91.59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00,000,000 8.41

合计

2,378,517,996 100.00

6、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培荣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尼尔镇218国道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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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2,856,00.22万元，负债总额为220,277.89万元，净资产为65,

322.3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7.13%（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

）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306,000,000 51.00

巴州震纶投资有限公司

294,000,000 49.00

合计

600,000,000 100.00

7、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8,744.7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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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批发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国际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为163,937.36万元， 负债总额为108,977.32万元， 净资产为54,

960.0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6.47%（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7,264.4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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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房屋租赁。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326,591.97万元，负债总额为162,292.25万元，净资产为164,

299.7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9.69%（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下转 B2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