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公司”）七届十八次监事会会
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8 日通过书面或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8 日在桐昆股份总部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 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沈昌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

文和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真审阅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一致认为：
1、公司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所包含的

信息能全面反映公司 2019 年度的经营管理状况和财务情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监事会一致同意该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三、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

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真审议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一致

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9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桐昆股份募集资金
2019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同意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五、 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一致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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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确认的议案》，因公司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超过了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净资产的 5%， 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届时相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2、公司关联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采
购方面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原料、辅料来源，在销售方面的关联
交易，有利于节约本公司的销售成本。 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3、日常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4 月 18 日，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确认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上述两议案分项审议过程中，公司 6 名关联董事陈士良、许金祥、沈培兴、陈
士南、陈蕾、钟玉庆均对相应分项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公司 4 名独立董事在事前审核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确认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和 2020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事先的了解核实，
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一致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公司与关联
方的采购、销售交易均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有利于降
低公司的生产成本，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进行。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确认的议案》，因公司 2019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超过了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净资产的 5%， 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相关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届时
相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金

额
2019年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购买
商品或服务

桐乡市佑润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33,000 23,824 2019年旧泡沫板及木

架单价降低
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51,350 51,415

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19,000 17,203

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
限公司 5,640 4,383

桐乡珠力高分子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6,660 5,640

浙江佑通物流有限公
司 32,130 31,805

嘉兴市众安危险品航
运有限公司 1,000 982

浙江御成酒店有限公
司 0 42

桐乡市佑泰新材料有
限公司 0 1

浙江佑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0 1

小计 148,780 135,296

向关联方销售
商品

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5,331 4,291

桐乡珠力高分子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251 89

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
限公司 32 55

桐乡市佑泰新材料有
限公司 150 111

浙江佑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140 15

嘉兴市众安危险品航
运有限公司 0 7

小计 5,904 4,568

向关联方提供
房屋及建筑物
出租、设备出租

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
限公司 52 52

桐乡珠力高分子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52 52

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147 363 含设备租金 211万元

小计 251 467

向关联方租用
房屋及设备

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978 781

关联方资产转
让

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0 2,369 转让房屋

嘉兴市佑腾纺织品有
限公司 0 974 机器设备转让

小计 0 3,343
合计 155,913 144,455
2、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金

额
2019年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提供
房屋及建筑物
出租、设备出租

浙江恒创先进功能纤
维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0 116 恒创为新设公司

租赁关联方的
公共管廊

嘉兴港安通公共管廊
有限公司 0 65

合计 0 181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

金额
2019年实际@发生金

额 关联交易内容

向关联方购
买商品或服
务

桐乡市佑润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0 23,824 购买木架子、旧泡沫

板等

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84,752 51,415

购买二氧化钛、泡沫
板、纸箱、木架子、蒸

汽等
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3,000 17,203 购买MEG、助剂等

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限
公司 5,760 4,383 购买铝垫滤网、机加

工件、滤芯等
桐乡珠力高分子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6,560 5,640 购买色母粒等

浙江佑通物流有限公司 38,500 31,805 购买货运服务
嘉兴市众安危险品航运
有限公司 2,200 982 购买货运服务

浙江御成酒店有限公司 120 42 购买餐饮住宿服务

桐乡市佑泰新材料有限
公司 0 1

浙江佑丰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0 1

小计 140,892 135,296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

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5,695 4,291

销售废木架、旧泡沫
板、废料袋、蒸汽、电

力等
桐乡珠力高分子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159 89 销售切片、水电

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限
公司 73 55 销售电力、水

桐乡市佑泰新材料有限
公司 120 111 销售纸筒

浙江佑丰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120 15

嘉兴市众安危险品航运
有限公司 10 7

小计 6,177 4,568

向关联方提
供房屋及建
筑物出租

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限
公司 52 52 租用厂房

桐乡珠力高分子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52 52 租用厂房

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250 152 租用厂房

小计 354 256
向关联方提
供设备出租

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400 211

向关联方租
用房屋及设

备

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784 781

小计 1,184 992
合计 148,607 141,112

2、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金

额
2019年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购买
商品或服务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1,800,000 0

浙石化 2019年年底全
面投产，2020年将与公

司发生业务
向关联方提供
房屋及建筑物
出租、设备出租

浙江恒创先进功能纤
维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116 116

向关联方租用
房屋及设备

嘉兴港安通公共管廊
有限公司 65 65

合计 1,800,181 181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确认。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2、注册资本：5,000 万元
3、公司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振兴东路（东）55 号桐乡市商会大

厦 1 单元 2301 室-1
4、经营范围：控股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科技开发；收购兼并企业；贵金属、化工

原料及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铝制品、铝合金箔材、金属材料、
包装材料、塑料制品、纸、纸板及其制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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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士

良先生现担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建荣
2、注册资本：2,843.4686 万元
3、公司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振兴东路（东）55 号桐乡市商会大

厦 1 单元 2301 室-2
4、经营范围：控股兴办实业；控股企业资产管理。
5、关联关系：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股东，持有本公司 12.19%的

股份。
（三）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2、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3、公司地址：桐乡市梧桐街道光明路 199 号
4、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技术开发，企业收购、兼并的咨询服务，建

筑材料、装璜材料、通讯器材、机电设备、商品混凝土、金属材料、包装材料、塑料制
品、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纺织原料及产品、服装、皮革制品、床
上用品、珠宝首饰、箱包、文具、体育用品、健身器材、化妆品、卫生用品、家用电器、
灯具、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的销售，危险化学品（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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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桐昆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士良先生同时担任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四）桐乡市佑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建荣
2、注册资本：300 万元
3、公司地址：桐乡市洲泉镇工业园区聚贤路 288 号 5 幢
4、经营范围：缠绕膜、薄膜袋、集装袋、整理废料袋的生产销售；EPS 包装材料、

木托、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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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佑润公司系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蕾
2、注册资本：3,000 万元
3、公司地址：桐乡市洲泉镇临杭经济区德胜路 199 号
4、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EPS 包装材料、高速瓦楞纸板、纸箱

包装材料、木托、化纤纸管、缠绕膜、薄膜袋、集装袋、整理废料袋、液态二氧化钛和
乙二醇锑催化剂的生产和销售；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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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桐乡市佑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桐昆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持有其 70%的股份，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30%的
股份。

（六）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蕾
2、注册资本：1,800 万元
3、公司地址：桐乡市濮院镇工业园区永安路 328 号
4、经营范围：变桨距风力发电机组、纺织化纤机械配件的生产销售；太阳能发

电设备、逆变电源、风力发电机智能控制器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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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上海拓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鹰风电公司 94%的股份，上海拓鑫
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七）桐乡珠力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徐学根
2、注册资本：500 万元
3、公司地址：桐乡市濮院镇工业园区永安路 328 号 2 号厂房
4、经营范围：差别化纤维色母粒的开发、生产销售；色纤维的销售及技术服务；

针纺织原料（除棉花的收购）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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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珠力公司系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八）浙江佑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屠奇民
2、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3、公司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广华路 86 号 1 幢 265 室
4、经营范围：高精铝板带箔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纺织品、纺织原料（除棉花的

收购）、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纸质包装材料、塑料包装材料的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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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佑丰新材料公司系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九）桐乡市佑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屠奇民
2、注册资本：7,000 万元
3、公司地址：桐乡市屠甸镇同丰路 168 号 2 幢
4、经营范围：高性能膜材料的生产和销售；铝合金箔材的生产和销售；工业设

计；纺织品、纺织原料（除棉花的收购）、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纸质包装材料、塑料包装材料、建筑材料（除砂石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化工产
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铝制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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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佑泰新材料系浙江佑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佑丰
新材料公司系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十）浙江佑通物流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王晓晖
2、注册资本：4,000 万
3、公司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凤鸣街道同福东路 88 号
4、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2.1

项、第 3 类、第 8 类）（剧毒化学品除外）；无船承运业务；无车承运业务；保险兼业代
理；国际货运代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服务；货运站（场）经营；车辆租赁；装卸服务；
物流信息服务；煤炭（无储存）、柴油（闭杯闪点≤60℃除外）、机油、液压油、润滑油、
汽车零配件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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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佑通物流系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十一）嘉兴市众安危险品航运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李海梅
2、注册资本：1,000 万
3、公司地址：嘉兴市新丰镇正东工业园区（浙江嘉兴嘉化物流有限公司内）
4、经营范围：长江中下游及支流省际散装化学品船运输（凭有效的水路运输许

可证经营）；带存储经营；硫酸（毒）、氢氧化钠；不带存储经营（票据贸易）：甲苯
（毒）、乙醇、异丙醇、甲醇、二甲苯、硫磺（爆）、乌洛托品（爆）、双氧水（爆）、二氯氯化
苄、硝酸（爆）、盐酸（毒）、硫酸羟胺、乙醇胺。（凭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
营）。化工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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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众安航运系佑通物流的全资子公司，佑通物流系浙江磊鑫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十二）浙江御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蕾
2、注册资本：4,000 万
3、公司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乌镇镇青镇路 1 号
4、经营范围：餐饮服务；冷热饮品制售；糕点类食品现场制售；食品销售；卷烟、

雪茄烟的零售；住宿服务；酒店预订；酒店管理；棋牌、茶馆服务；停车场服务；健康
信息咨询（非医疗类）；市场营销策划；自有房屋租赁；房产中介；受委托从事房屋租
赁服务；预包装食品和兼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日用百货零售；婚庆服务；庆典礼仪
服务；高危性体育项目（游泳）；洗衣服务；休闲健身服务；工艺品（除文物）；会议服
务；物业管理；鲜花；票务服务；旅游用品销售；车辆租赁；打字复印（不含出版物、包
装装潢印刷品印刷）；设备租赁；场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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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御成酒店系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十三）嘉兴市佑腾纺织品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朱金宇
2、注册资本：5,500 万
3、公司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中环南路十八里桥口 1 幢 1 单元
4、经营范围：公司主要的经营范围包括：纺织品、纺织原料（除棉花的收购）、化

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纸质包装材料、塑料包装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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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嘉兴佑腾系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十四）浙江恒创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2、注册资本：6,100 万
3、公司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洲泉镇德胜路 1 号 13 幢
4、经营范围：公司主要的经营范围包括：先进功能纤维的研发、知识产权运营、

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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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恒创公司系桐昆股份及公司子公司恒隆化工共同参股的公司
（十五）嘉兴港安通公共管廊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周晓君
2、注册资本：1,453.6433 万
3、公司地址：嘉兴市乍浦镇沪杭路 351 号东大楼五楼西面第一间
4、经营范围：公共管廊建设、经营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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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联关系：嘉兴港安通系嘉兴石化参股公司。
（十六）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2、注册资本：3,880,000 万元
3、 公司地址：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 555 号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5201 室（自贸试验区内）
4、经营范围：公共管廊建设、经营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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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联关系： 浙江石化系桐昆股份子公司浙江桐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公

司。
（十七）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与本公司交易均能正常结算，不存

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各项物资采购、销售，房屋设备租赁等关联交易，均依

照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执行。
公司与浙江华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 日签订《辅料采购销售框

架协议》，约定公司（含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华鹰风电公司采购过滤组件、过滤袋、机
加工产品等机械配件，交易双方以交易商品的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按照公平公
允的原则协商确定价格，协议期限为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公司与桐乡珠力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 日签订《辅料采购
销售框架协议》，约定公司（含公司下属子公司）向珠力高分子公司采购公司生产经
营所需的母粒等，交易双方以交易商品的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按照公平公允的
原则协商确定价格，协议期限为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公司与浙江佑通物流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 日签订《道路运输服务框架协
议》，约定公司（含公司下属子公司）向佑通物流采购运输服务。 协议双方以运输市
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价格，协议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关联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采购方

面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提供了持续稳定的辅料来源，在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有利
于节约本公司的销售成本。 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非关联方股
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因达到《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因此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附：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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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本公司”）、

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公司”）、桐昆集团浙江恒通化纤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桐昆集团浙江恒腾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腾公司”）、嘉兴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石化”）、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优化纤”）、桐昆集团浙江恒超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超公司”）、
恒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隆国际”）、鹏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裕
贸易”）、桐乡市恒基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江苏嘉通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通能源”）、南通佳兴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佳兴”）、浙
江恒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翔公司”）、广西恒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西恒鹏”）。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820 亿元（含等值外币），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额、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额以及子（孙）
公司之间担保额合并计算。

本公司 2019 年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779,690.41 万元人民币， 担保总额占公司
净资产的比例为 40.87%。 对外部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0。

3、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 2020 年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 预计 2020 年公司将为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820 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额、
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额以及子（孙）公司之间担保额合并计算。

关于上述担保事项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尚需
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双方基本情况
1、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桐昆股份）
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住所：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德胜路 1 号 12 幢
注册资本：1,821,933,041 元
法人代表：陈士良。
经营范围：化纤丝、合纤丝、服装的生产、销售；塑料再生及加工；经济信息咨询

（不含证券、期货）；对二甲苯(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化工原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品）、纺织原料、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及其进出口业务。 以
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
项管理规定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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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桐昆股份（母公司）总资产 2,651,830.53 万元，资产负
债率 42.81%。 2019 年 1 至 12 月，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37,221.24 万元，利润总额
97,582.77 万元，净利润 83,068.57 万元。

2、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住所：桐乡市梧桐街道桐乡经济开发区第二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39,000 万元人民币
恒盛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对二甲苯的直拨直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化纤特种、改性、涤

纶纤维（除化学危险品）的原料产品和涤纶丝的生产、销售；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
及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除棉花、鲜茧的收购）、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及
其进出口业务、技术进出口；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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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恒盛公司总资产 218,160.89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65.72%。 2019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0,412.39 万元，利润总额 14,847.89
万元，净利润 11,375.27 万元。

3、桐昆集团浙江恒通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南
住所：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工业区 202 室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恒通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差别化纤维及聚酯纤维的生产、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纺织原料、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经营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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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恒通公司总资产 223,400.43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48.04%。 2019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0,180.96 万元，利润总额 31,147.45
万元，净利润 26,742.01 万元。

4、嘉兴石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住所：嘉兴市乍浦镇中山西路 388 号
注册资本：210,000 万元人民币
嘉兴石化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货物装卸、仓储服

务：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服务；不带储存经营（票据贸易）：对二甲苯（凭有效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 精对苯二甲酸（PTA）的生产和销售；副产混苯二甲酸、
粗对本二甲酸、苯甲酸的生产和销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
化学品）的销售；普通货物装卸搬运，仓储管理服务；特种化纤、改性化纤、涤纶纤维
（除化学危险品）和涤纶丝的生产、销售；纺织原料（除棉花、鲜茧的收购）、纺织机械
设备及配件的批发； 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际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证券、 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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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嘉兴石化总资产 1,034,563.64 万元， 资产负债率
37.74 %。 2019 年 1 至 12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41,344.63 万元， 利润总额
188,893.2 万元，净利润 14,2957.07 万元。。

5、桐昆集团浙江恒腾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玉庆
住所：长兴县李家巷镇
注册资本：40,000 万美元
恒腾公司为本公司在浙江长兴县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差别化纤维及聚酯纤维、纸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化工原料（不含

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
务，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登记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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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恒腾公司总资产 712,430.89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40.33%。 2019 年 1 至 12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84,107.52 万元， 利润总额
60,303.54 万元，净利润 45,546.30 万元。

6、恒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住所：西萨摩亚
注册资本：475 万美元
恒隆国际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纺织原料及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投资兴办实业、控股企业

资产管理。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恒隆国际公司总资产 10,168.05 万元，资产负债率 0

%。 2019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1,365.89 万元，净利润
1,365.89 万元。

7、鹏裕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住所：香港
注册资本：100 万美元
鹏裕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恒盛公司出资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纺织原料及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投资兴办实业、控股企业

资产管理。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鹏裕贸易总资产 20,336.10 万元，资产负债率 89.86

%。 2019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937.77 万元，利润总额 75.27 万元，净
利润 52.07 万元。

8、桐乡市恒基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圣军
住所：桐乡市梧桐街道梧桐工业经济园区稻乐路 299 号
注册资本：1,200 万元
恒基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差别化纤维（化纤丝、复合丝、变形丝、有色丝），化纤包装

薄膜袋、纺织助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
批发（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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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恒基公司总资产 8,636.31 万元， 资产负债率 18.46
%。 2019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520.44 万元，利润总额 743.28 万元，
净利润 643.19 万元。

9、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住所：嘉兴市乍浦镇
注册资本：1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特种化纤、改性化纤、涤纶纤维（除化学危险品）和涤纶丝的研发、生

产、批发，上述产品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纺织原料（除棉花、鲜茧的收购）、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从事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外资比例小于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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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恒优公司总资产 372,555.43 万元，资产负债率 53.92
%。 2019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160.97 万元，利润总额 3,505.50 万
元，净利润 3,150.53 万元。

10、桐昆集团浙江恒超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荣
住所：洲泉镇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32,000 万美元
恒超化纤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差别化、功能化、超细旦、高仿真化学纤维的生产、销售；差别化纤维

的研发；化纤丝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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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恒超公司总资产 42,588.59 万元，资产负债率 18.20
%。 2019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49 万元，利润总额-214.77 万元，净利
润-214.77 万元。

11、桐乡市中洲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南
住所：桐乡市洲泉镇综合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6,784.50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差别化化学纤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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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中洲化纤公司总资产 16,395.33 万元， 资产负债率

16.17 %。 2019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8,546.16 万元，利润总额 828.44
万元，净利润 777.14 万元。

12、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金祥
住所：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综合商务大

厦）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嘉通能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精对苯二甲酸（PTA）的生产和销售；副

产混苯二甲酸、粗对苯二甲酸、苯甲酸的生产和销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除危险
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特种化纤、改性化纤、涤纶纤维（除危险化学品）、
合纤丝和涤纶丝的生产和销售；纺织原料（除棉花、鲜茧的收购）、纺织机械设备及
配件的批发及进出口贸易；余热发电；高低压蒸汽生产及销售；普通货物装卸搬运，
仓储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
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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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嘉通能源总资产 41,205.07 万元， 资产负债率 0 %。
2019 年 1 至 12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124.46 万元， 净利润-
124.46 万元。

13、南通佳兴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富强
住所：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综合商务大

厦）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南通佳兴为嘉通能源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热电联产；供电、售电服务；生产销售蒸汽、热水；电能的输送与分配

活动；收费的热力供应服务；电力、热力技术开发；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污泥处置；
电力企业废气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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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南通佳兴总资产 0 万元，资产负债率 0 %。 2019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

14、浙江恒翔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亚芬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海盐经济开发区） 海港大道 1817 号

1406 室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恒翔公司为恒腾化纤和鹏裕贸易共同出资设立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高分子材料研发；表面活性剂、纺织印染助剂、油剂、润滑油的制造、

加工、批发、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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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恒翔公司总资产 18,905.06 万元，资产负债率 0 %。
2019 年 1 至 12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57.99 万元， 净利润 -

57.99 万元。
15、广西恒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学根
住所： 钦州市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行政信息中心口岸联检大厦 6 楼 602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广西恒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益彪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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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广西恒鹏总资产 0 万元，净资产 0 万元。
2019 年 1 至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0 万元，净利润 0 万

元。
三、预计担保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及子公司 2019 年经营计划及其信用条件，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

为母公司及子（孙）公司之间互相提供银行融资、债务担保等担保事项，具体担保额
度详见下表：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1 桐昆股份 恒盛公司 不超过 50亿元

2 桐昆股份 恒通公司 不超过 50亿元

3 桐昆股份 嘉兴石化 不超过 130亿元

4 桐昆股份 嘉通能源 不超过 215亿元

5 桐昆股份 南通佳兴 不超过 20亿元

6 桐昆股份 恒优公司 不超过 40亿元

7 桐昆股份 恒腾公司 不超过 70亿元

8 桐昆股份 恒超公司 不超过 50亿元

9 桐昆股份 恒翔公司 不超过 10亿元

10 桐昆股份 广西恒鹏 不超过 5亿元

11 桐昆股份 恒隆国际 不超过 3亿元

12 桐昆股份 鹏裕贸易 不超过 10亿元

13 桐昆股份 恒基公司 不超过 2亿元

14 恒盛公司 本公司 不超过 50亿元

15 恒通公司 本公司 不超过 20亿元

16 石化公司 本公司 不超过 60亿元

17 恒腾公司 本公司 不超过 23亿元

18 恒盛公司 鹏裕贸易 不超过 5亿元

19 中洲公司 恒盛公司 不超过 2亿元

20 恒基公司 嘉兴石化 不超过 5亿元

合计 不超过 820亿元

在此额度内，各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向银行贷款或提供债务担保。 涉及银
行融资担保的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一致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母公司及子（孙）公

司之间互相提供银行融资、债务担保等担保事项。 恒盛公司、恒通公司、嘉兴石化、
恒腾公司、恒隆国际、恒基公司、中洲化纤、嘉通能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鹏裕贸
易、恒优化纤、南通佳兴、恒翔公司、广西恒鹏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各项银行贷款
及债务担保均为日常经营所需，相互之间提供担保是在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损
害公司利益，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对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总计为 906,163.07 万元，

占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47.50%；以上担保，均为公司
与子（孙）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无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孙）公司之外的任何组织
或个人提供过担保，也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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