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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发纺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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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10年 8月 1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

事长签署对外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根据生产经营所需，在董事会授权额

度内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实际担保发生时，授权董事长作出决定

并签署以下范围内的担保协议文件：对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担保合同的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38,000 万元，对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其上一年度总资产的

70%，且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为：南通

联发热电有限公司、南通联发制衣有限公司、南通联发印染有限公司、海安联发

棉纺有限公司、淮安市联发纺织有限公司、江苏占姆士纺织有限公司。上述授权

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的 12个月。上述担保事项均无反担保。 

上述担保的授权行为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南通联发热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4 月 18 日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3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海安开发区联发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崔恒富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力（园区自用）、蒸汽，污水处理。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 

截至 2009 年 12月 31日，联发热电总资产 12,894.49 万元，净资产 6,157.0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2.3%，2009 年度实现净利润 2,594.09 万元（上述数据已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联发热电总

资产 1,4375.8 万元，净资产 7,24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9.6%，实现销售收入

7,147.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565.7 万元。 

2.南通联发制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 年 5 月 8 日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43.75 万美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海安经济开发区联发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薛庆龙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服装、床上用品及纺织品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持有其 75%的股权。 

截至 2009 年 12月 31日，联发制衣总资产 12,545.15 万元，净资产 5,024.1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0%，2009年度实现销售24192.5万元，实现净利润2,517.38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联发制衣总资产 7468.9 万元，净资产 5057.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2.3%，

实现销售收入 10179.5 万元，实现净利润 880.4 万元。 

 

3.南通联发印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 年 6 月 21 日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海安县城东镇恒联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黄长根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印染布生产、销售；纺织原料（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装饰

材料、百货、五金、家用电器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联发印染总资产 8,632.42 万元，净资产 2,867.9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6.8%，2009 年为建设期，实现净利润-158.00 万元（上述

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联发

印染总资产 9663.4 万元，净资产 4437.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4.1%，实现销售

收入 5636.4 万元，实现净利润-494.7 万元。 

4.海安联发棉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8 月 3 日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27,946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海安开发区联发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崔恒富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棉纺(棉、麻、天丝、大豆纤维、竹纤维及人造纤维)生产、销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及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棉花收购、销售。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海安棉纺公司总资产 19,063.74 万元，净资产

6,239.8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3%。2009 年度实现销售 17102.06 万元，实现

净利润 848.61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海安棉纺总资产 39720.2 万元，净资产 30041.1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24.4%，实现销售收入 10482.3 万元，实现净利润 855.3 万元。 

5.淮安市联发纺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 年 8 月 25 日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60.42 万美元 

注册地址：涟水县安东路 137 号  

法定代表人：黄长根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高档色织布、销售公司产品。（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

批规定的需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持有其 74%的股权。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淮安纺织公司总资产 3,822.60 万元，净资产

1,729.1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4.8%，2009 年度实现销售 3025.89 万元，实现

净利润 746.47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淮安联发总资产 3544.6 万元，净资产 1726.6 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 51.3%，实现销售收入 1497.3 万元，实现净利润 259.4 万元。 

6.江苏占姆士纺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海安县西场镇海防大道 288 号 A 区 601－1 

法定代表人：于拥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服装生产、饰品、皮具、纺织品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占姆士纺织总资产 1,276.28 万元，净资产 601.3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2.9%，2009 年度实现销售 1199.82 万元，实现净利润 89.47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占姆士总资产 3233.3 万元，净资产 1053.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4%，

实现销售收入 2793.6 万元，实现净利润 389.6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上总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8,000 万元，公司将分别与各家银行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各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分批分次与银行签订贷款

合同，因此，公司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小于等于总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公司均为公司的绝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形



式上和实质控制权。上述公司经营业绩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各

项贷款均为日常经营所需，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此议案尚需

经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 

六、其他备查文件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 O 年八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