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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蓝天诚达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2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十九、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振石化” ）

1、威振石化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2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证券代码：002092� �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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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生产运营需要，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泰化学” ）下属公司拟向银行等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14.60亿元人民币、3,750万美元 （按照2019年1月31日汇率换算，3,750万美元约等于2.55亿元人民

币），合计约217.15亿元人民币，下属公司申请的授信由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具体银行名称、授信及担保金额见附件）

下属公司本次申请的为综合授信，不代表实际贷款情况，各下属公司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计划如下：

序号 公司 授信总额度 担保方式

1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6.0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2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18.5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3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6.7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4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4.0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5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52.8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6 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 6.0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7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7.0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8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7.2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9 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 5.4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10 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9.20亿元人民币、3,750万美元， 合计约

11.75亿元人民币

中泰化学担保

11 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7.55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12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2.5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13 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14.3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14 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0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15 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6.0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16 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0.05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17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 0.2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18 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 0.20亿元 中泰化学担保

合计

214.6亿元、3,750万美元

合计约217.15亿元人民币

注：1、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3、是否使用授信额度视各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授信金额；

4、具体银行授信及担保金额见附件。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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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1,277,440.10万元，负债总额为540,073.93万元，净资产为737,366.17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4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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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929,675.03万元，负债总额为600,895.62万元，净资产为328,779.41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6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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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481,239.62万元，负债总额为402,547.01万元，净资产为78,692.61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8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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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668,612.57万元，负债总额为522,369.37万元，净资产为146,243.20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7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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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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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1,907,084.83万元，负债总额为1,356,691.72万元，净资产为550,393.11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7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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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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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297,925.52万元，负债总额为219,963.43万元，净资产为77,962.09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73.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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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137,058.93万元，负债总额为82,890.00万元，净资产为54,168.93元，资产负

债率为6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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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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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380,225.44万元，负债总额为208,096.27万元，净资产为172,129.17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54.73%（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巴州金富特种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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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048,593 51.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21,595,707 49.00

合计 1,472,644,300 100.00

9、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岩峰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农林路1号

主营业务：能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化工产品、石油制品。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61,264.72万元，负债总额为50,274.80万元，净资产为10,989.92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82.06%（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9,200万元人民币

董事长：肖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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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160,747.66万元，负债总额为71,050.54万元，净资产为89,697.12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44.20%（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1、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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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371,089.14万元，负债总额为362,630.00万元，净资产为8,459.14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97.72%（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2、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江红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江九江路769号1808室

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152,194.16万元，负债总额为136,155.52万元，净资产为16,038.64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89.46%。（未经审计）

（2）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3、阿拉尔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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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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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475,069.41万元，负债总额为440,759.71万元，净资产为34,309.70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92.78%。（未经审计）

（2）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24,000 40.00%

杭州融腾投资有限公司 15,000 25.00%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0.00%

阿拉尔新农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6,000 10.00%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0 10.00%

阿拉尔市萧余众鑫投资有限公司 3,000 5.00%

合计 60,000 100.00%

注：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与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尔市萧余众鑫投资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合

计持有阿拉尔富丽达55%的表决权。

14、新疆天通现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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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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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国内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99,319.99万元，负债总额为94,237.67万元，净资产为5,082.32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94.88%。（未经审计）

（2）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15、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吕文瀚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路180号3901房

主营业务：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石油制品批发；金属制品批发；商品批发贸易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35,831.97万元，负债总额为34,942.41万元，净资产为889.56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97.52%。（未经审计）

（2）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450 90.00%

张嘉海 30 6.00%

孙治中 20 4.00%

合计 500 100.00%

16、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海远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中泰科技研发楼8层

主营业务：系统开发及设计；设计及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和系统集成及相关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管理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9,107.84万元，负债总额为7,329.56万元，净资产为1,778.28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80.48%。（未经审计）

（2）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00 40.00%

乌鲁木齐合鑫汇盈投资有限公司 150 15.00%

托克逊县新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0%

青岛高校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75 7.50%

新疆华圣通信有限公司 75 7.50%

其他自然人股东合计 200 20.00%

合计 500 100.00%

17、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金国

注册地址：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能源重化工工业园区办公楼

主营业务：普通货物运输；煤炭销售；货物运输代理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27,373.01万元，负债总额为20,496.65万元，净资产为6,876.36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74.88%。（未经审计）

（2）新疆蓝天诚达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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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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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45,010.64万元，负债总额为36,355.86万元，净资产为8,654.78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80.77%。（未经审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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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与金额：公司各下属公司2019年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担保额度214.60亿元人民币、3,750万美元（按照2019年1月

31日汇率换算，3,750万美元约等于2.55亿元人民币），合计约217.15亿元人民币，具体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

为准。

三、独立董事意见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 )为下属公司2019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是

根据下属公司2019年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资金需要。中泰化学为下属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风险可控，有利于促进被担保对象

正常运营。会议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号） 及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我们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此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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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796.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3.68%，若本次担

保全部发生，公司累计对外担保3,893,296.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11.83%，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69.99%。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六届二十八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各关联方2018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一日

附件一：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综合授信表

一、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重工” ）

1、华泰重工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华泰重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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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3、华泰重工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华泰重工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17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华泰重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华泰重工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7、华泰重工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华泰重工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二、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康能源” ）

1、阜康能源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阜康能源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阜康能源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阜康能源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阜康能源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阜康能源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三、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矿冶” ）

1、中泰矿冶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中泰矿冶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中泰矿冶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四、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逊能化” ）

1、托克逊能化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托克逊能化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托克逊能化向托克逊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综合授信10000万元，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五、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丽达” ）

1、富丽达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富丽达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申请2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富丽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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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4、富丽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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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5、富丽达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富丽达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8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7、富丽达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14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富丽达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9、富丽达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0、富丽达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1、富丽达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8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12、富丽达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3、富丽达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六、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丽震纶” ）

1、富丽震纶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富丽震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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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

泰化学担保

3、富丽震纶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七、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物流” ）

1、蓝天物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蓝天物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蓝天物流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蓝天物流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5、蓝天物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蓝天物流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8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7、蓝天物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蓝天物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9、蓝天物流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0、蓝天物流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10000万元，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1、蓝天物流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2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八、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州金富” ）

1、巴州金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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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2、巴州金富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巴州金富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巴州金富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巴州金富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

学担保

6、巴州金富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7、巴州金富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九、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齐力” ）

1、北京齐力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提款期：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北京齐力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三环支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北京齐力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2000万元美元的信用证额度，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4、北京齐力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7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北京齐力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月坛支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十、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香港” ）

1、中泰香港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17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2、中泰香港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中泰香港向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其中10000万元为低风险授信，10000万元为敞口授

信，担保方式：敞口授信由中泰化学提供担保

4、中泰香港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中泰香港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250万美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中泰香港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7、中泰香港向恒生银行有限公司申请2000万美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中泰香港向永隆银行有限公司申请500万美元综合授信，期限：五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十一、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进出口” ）

1、中泰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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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2、中泰进出口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中泰进出口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85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中泰进出口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中泰进出口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8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中泰进出口向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13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

式：中泰化学担保

7、中泰进出口向新疆昌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4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中泰进出口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9、中泰进出口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8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0、中泰进出口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50000万元，敞口额度30000万元，期限：一年，担

保方式：敞口额度30000万元由中泰化学担保

11、中泰进出口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12、中泰进出口向昆仑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十二、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多经” ）

1、上海多经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上海多经向江苏银行上海市普陀支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上海多经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上海多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上海多经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上海多经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7、上海多经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上海多经向浙商银行杭州延安路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9、上海多经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0、上海多经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1、上海多经向库尔勒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十三、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尔富丽达” ）

1、阿拉尔富丽达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支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2、阿拉尔富丽达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3、阿拉尔富丽达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阿拉尔富丽达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阿拉尔富丽达向库尔勒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3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阿拉尔富丽达向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7、阿拉尔富丽达向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5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

泰化学担保

十四、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通物流” ）

1、天通物流向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0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十五、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创盈” ）

1、广州创盈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广州创盈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广州创盈向广州银行天河南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广州创盈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广州创盈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江南西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十六、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信息” ）

1、中泰信息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5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十七、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诚达” ）

1、蓝天诚达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2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十八、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振石化” ）

1、威振石化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2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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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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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届二十八次监事会于2019年1月26日以电话、传真、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9年1月31日在公司十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5名，实际参加监事5名。会议

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尚晓克先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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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具体

银行名称、授信及担保金额见附件）

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140亿元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36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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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18.5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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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6.7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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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4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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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52.8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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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6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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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17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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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7.2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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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5.4亿元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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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9.2亿元人民币、3,750万元美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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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17.55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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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12.5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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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14.3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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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1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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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6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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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0.05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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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0.2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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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0.2亿元综合授信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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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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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财

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2019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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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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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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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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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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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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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美克化工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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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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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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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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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融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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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中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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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沈宏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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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兴苇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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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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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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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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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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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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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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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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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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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会议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目前公司正常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即将于2019年2月27日到

期，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继续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至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12个月为止。除延长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项有效期延期的议案。（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目前公司正常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鉴于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项的授权有效期将于2019年2月27日到期，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延长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有效期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议案之日起12个月为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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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二月一日

附件一：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综合授信表

一、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 ）

1、中泰化学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8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2、中泰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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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

担保

3、中泰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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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

担保

4、中泰化学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6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5、中泰化学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申请8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

保

6、中泰化学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8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7、中泰化学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8、中泰化学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7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9、中泰化学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10、中泰化学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11、中泰化学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12、中泰化学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18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

保

13、中泰化学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14、中泰化学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15、中泰化学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16、中泰化学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17、中泰化学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二、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重工” ）

1、华泰重工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华泰重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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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3、华泰重工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华泰重工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17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华泰重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华泰重工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7、华泰重工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华泰重工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三、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康能源” ）

1、阜康能源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阜康能源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阜康能源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阜康能源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阜康能源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阜康能源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四、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矿冶” ）

1、中泰矿冶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中泰矿冶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中泰矿冶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五、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逊能化” ）

1、托克逊能化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托克逊能化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托克逊能化向托克逊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综合授信10000万元，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六、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丽达” ）

1、富丽达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富丽达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申请2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富丽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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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4、富丽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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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5、富丽达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富丽达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8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7、富丽达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14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富丽达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9、富丽达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0、富丽达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1、富丽达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8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12、富丽达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3、富丽达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七、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丽震纶” ）

1、富丽震纶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富丽震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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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

泰化学担保

3、富丽震纶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八、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物流” ）

1、蓝天物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蓝天物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蓝天物流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蓝天物流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5、蓝天物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蓝天物流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8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7、蓝天物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蓝天物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9、蓝天物流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0、蓝天物流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10000万元，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1、蓝天物流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2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九、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州金富” ）

1、巴州金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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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2、巴州金富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巴州金富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巴州金富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巴州金富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

学担保

6、巴州金富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7、巴州金富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十、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齐力” ）

1、北京齐力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提款期：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北京齐力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三环支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北京齐力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2000万元美元的信用证额度，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4、北京齐力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7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北京齐力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月坛支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十一、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香港” ）

1、中泰香港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17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2、中泰香港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中泰香港向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其中10000万元为低风险授信，10000万元为敞口授

信，担保方式：敞口授信由中泰化学提供担保

4、中泰香港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中泰香港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250万美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中泰香港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7、中泰香港向恒生银行有限公司申请2000万美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中泰香港向永隆银行有限公司申请500万美元综合授信，期限：五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十二、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进出口” ）

1、中泰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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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2、中泰进出口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中泰进出口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85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中泰进出口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中泰进出口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8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中泰进出口向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13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

式：中泰化学担保

7、中泰进出口向新疆昌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4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中泰进出口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9、中泰进出口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8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0、中泰进出口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50000万元，敞口额度30000万元，期限：一年，担

保方式：敞口额度30000万元由中泰化学担保

11、中泰进出口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

化学担保

12、中泰进出口向昆仑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十三、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多经” ）

1、上海多经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上海多经向江苏银行上海市普陀支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上海多经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上海多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上海多经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上海多经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7、上海多经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8、上海多经向浙商银行杭州延安路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9、上海多经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0、上海多经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11、上海多经向库尔勒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十四、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尔富丽达” ）

1、阿拉尔富丽达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支行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2、阿拉尔富丽达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3、阿拉尔富丽达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阿拉尔富丽达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阿拉尔富丽达向库尔勒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3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6、阿拉尔富丽达向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5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7、阿拉尔富丽达向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5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

泰化学担保

十五、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通物流” ）

1、天通物流向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0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十六、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创盈” ）

1、广州创盈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2、广州创盈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3、广州创盈向广州银行天河南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4、广州创盈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保

5、广州创盈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江南西支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担

保

十七、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信息” ）

1、中泰信息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5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十八、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诚达” ）

1、蓝天诚达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2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十九、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振石化” ）

1、威振石化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2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中泰化学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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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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公司拟将部分房产出租给公司控股股东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及其下属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出租房产的关联交易

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租用本公司科技研发中心部分楼层，2019年拟继续租用，租赁价格参照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写字楼租赁市场价，2019年租金不超过1,200万元。租金面积及租金金额具体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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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下属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 ）拟向中泰集团下属公司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 ）出租部分闲置房产，2019年预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40万元。租金价格以资产折旧、摊销费用

及各项税费综合测算后确定。租金面积及租金金额具体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为准。

中泰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上

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交易将实行市场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董事审议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1月31日召开的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在审议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对该议案作了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同时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6日，注册资本194,437.1992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洪欣，法定住所为乌鲁

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1号1503室，主营业务为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9,163,251.70万元，负债总额6,786,467.07万元，净资产2,376,784.63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6,515,690.52万元，净利润183,490.7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12日，注册资本1,818万元，法定代表人肖瑞新，法定住所为乌鲁木齐经济

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1号1503室，主营业务为化工石油设备管道的安装；设备、阀门、钢瓶等维护；管道、工程机械设备等维修。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55.01%

新疆东大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454.40 30.00%

自然人股东合计 363.60 14.99%

合计 1,818.00 100.00%

截止2018年9月30日，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资产总额21,046.69万元，负债总额18,434.72万元，净资产2,611.97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4,854.66万元，净利润379.08万元。（未经审计）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泰集团及中泰集团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公司22.84%的股份，公司董事长王洪欣先生担任中泰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为中泰集团控股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 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拟租用科技研发中心租赁价格参照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写字楼租赁市场价，2019年度租

金不超过1,200万元。租金面积及租金金额具体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为准。

2、 公司下属子公司华泰重化工拟向中泰集团下属公司工程公司出租部分闲置房产，2019年预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40万元。租金价格以资产折旧、摊销费用及各项税费综合测算后确定。租金面积及租金金额具体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为

准。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上关联交易尚未签订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出租部分房产可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增加公司经济效益。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合理、公允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年度公司与中泰集团发生各类交易总额377,039.88万元（数据未经审计，为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最终以2018年度

审计报告为准）。

2018年度华泰公司与工程公司发生各类交易总额869.87万元（数据未经审计，为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最终以2018年度

审计报告为准）。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中泰化学及下属公司向关联方出租部分房产是公司正常的运营需要，可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经济效益。上述关

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召开了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中

泰化学及下属公司向关联方出租部分房产可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经济效益。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

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平性。公司与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关联交易租赁价格参照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写字楼租赁市场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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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价格以资产折旧、摊销费用及各项税费综合测算后确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六届二十八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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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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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中泰化学” ）于2018年8月3日披露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及继续减持的预披露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 并于2018年10月9日

披露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32）。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富丽达” ）计划自2018年8月3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的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中泰化学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公告日，浙江富丽达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卖出公司股份合计13,723,3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4%，浙江富丽达减持的

股份总数未超过其减持计划约定的股数，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交易数量（股）

成交均价

（元/股）

成交金额

（元）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年9月20日 卖出 14,200 8.54 121,268.00

2018年9月21日 卖出 2,909,114 8.57 24,926,219.84

2018年9月25日 卖出 2,964,000 8.56 25,376,935.00

2018年9月26日 卖出 2,856,000 8.60 24,554,764.00

2018年9月27日 卖出 672,600 8.51 5,722,252.00

2018年9月28日 卖出 3,109,200 8.58 26,676,464.52

2018年10月31日 卖出 1,198,200 7.51 9,002,959.00

合计 13,723,314 8.57 116,380,862.36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截至公告出具日，浙江富丽达持有公司104,310,061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6%。

2、浙江富丽达不属于中泰化学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不会导致中泰化学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中泰化学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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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向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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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全面财务预算及融资计划，为保障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生

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申请不超过

200,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财务资助的利率比照公司申请融资的同类产品的资金成本， 不超过中泰集团取得的融资资金的利

率，财务资助的期限、种类以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中泰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9年1月31日，公司召开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在关联董事王洪欣先生、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李良甫先生、王培荣

先生、梁斌女士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向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还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8年度公司与中泰集团发生各类交易总额377,039.88万元（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结果数据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6日，注册资本194,437.1992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洪欣，法定住所为乌鲁

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1号1503室，主营业务为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9,163,251.70万元，负债总额6,786,467.07万元，净资产2,376,784.63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6,515,690.52元，净利润183,490.7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泰集团及中泰集团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

司22.84%的股份，公司董事长王洪欣先生担任中泰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中泰集团经营稳定，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系接受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的利率比照公司申请融资的同类产品的资金成本，但不超过中泰

集团取得融资资金的利率，财务资助的期限、种类以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上关联交易尚未签订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发展状况改善贷款期限结构，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的同时，以采取包括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在

内的多种方式融资， 提高公司融资效率及资金利用效率。 本次财务资助资金的利率比照公司申请融资的同类产品的资金成

本，但不超过中泰集团取得融资资金的利率，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没有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下属公司向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财务资助构成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的原则，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财务资助的利率比照公司申请融资的同类产品的资金成本，但不超过中泰集团取得融资资金

的利率，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召开了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及下属公司向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平性。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六届二十八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4、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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