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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高总于2017年5月15日向苏州安泰投资成长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安泰” ）借入贷款5,000万元，工大

高新、工大集团和张大成为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苏州安泰于2018年2月份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

州工业园区法院” ）提起诉讼，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冻结工大高总持有公司的67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轮候冻结940万

限售流通股。2018年5月13日，苏州工业园区法院作出（2018）苏0591民初1200号民事调解书，工大高总于2018年5月31

日前归还3500万元本金及248万元利息，工大高新、工大集团和张大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费用117,214元由其共同

承担。目前双方代理律师正在积极沟通调解中。

4)重庆宗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工大高新贷款纠纷。

工大高新于2017年7月26日向重庆宗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宗申” ）借入贷款2亿元，工大高总、工

大集团、会展中心、机场路公司、黑乳集团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因借款逾期，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轮候冻结工大高

总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7万股,限售流通股3060万股。重庆宗申于2018年3月向重庆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

求工大高新偿还本金1.9亿元及复利和罚息，工大高总、工大集团、会展中心、机场路公司、黑乳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本案于2018年5月23日已开庭审理。 目前双方代理律师正在积极沟通调解中。

5)经开租赁有限公司与工大高新借款合同纠纷。

2017年12月，公司向经开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开租赁” ）借款2亿元，目前借款已逾期。经开租赁于2018年

4月起诉至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北京四中院” )，请求工大高新偿还委托贷款本金2亿元、期内利息404万元

及逾期利息，工大集团、工大高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向北京四中院申请财产保全,�北京四中院于2018年4月23日

查封、扣押、冻结工大高新、工大集团、工大高总的财产和其他权益，限额人民币210,300,357.78元，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

为一年，查封动产的期限为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并于2018年5月9日冻结工大高新持有北

京瑞鑫嘉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全部股权（出资额20100万元。北京四中院于2018年6月21日作出（2018）京04

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工大高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经开租赁本金2亿元、利息404万元及罚息，并支付200

万元律师费，承担案件受理费1,086,301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工大集团、工大高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工大高新于

2018年7月7日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尚未收到北京高院

的开庭传票。

6）北京汉富美邦国际投资顾问中心（以下简称“汉富美邦” ）与工大高总借款纠纷案

2017年5月，工大高总向汉富美邦借款3亿元，工大高新、工大集团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借款逾期，汉富美邦于

2018年4月起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工大高总偿还借款本金2.9亿元及逾期违约金，工大高新、工大集团承担

连带给付责任。公司就本案已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目前正在与原告进行协商调解。

7）三河市财政局与工大高新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2000年，工大高新、工大集团、工大高科设立北京哈特程达太空育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程达公司” ）。

2002年程达公司与三河市农业局签订《荷兰大棚转处理协议》，2003年与三河市花木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将荷兰大

棚转给程达公司， 程达公司同意承担三河市林业局欠农业银行228万元贷款。2003年三河市政府会议纪要要求该笔贷

款由三河市财政局代为偿还，待程达公司申请到农行贷款后从贷款中扣除228万元。2005年，程达公司三股东将公司股

权转让给河北兴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和马志涛、宋海军。2015年该公司被批准予以注销。三河市财政局于2018年3月份

起诉至三河市法院，以程达公司破产清算时，并未通知三河市财政局申报债权为由，要求程达公司原股东、继任股东

连带清偿228万元借款。三河市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2018）冀1082民初12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三河市

财政局的诉讼请求。三河市财政局已于2018年6月8日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上诉，现未接到二审开庭通知。

8）深圳市宏利创新投资合伙企业与工大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17年2月，工大集团委托深圳市宏利创新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深圳宏利” ）发行阳明2号私募投资基金，深

圳宏利委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向工大集团发放贷款，贷款金额4亿元。工大高总、工大高新、哈尔滨工

大高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高科”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哈尔滨通成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通成投资” ）为其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2018年4月份深圳宏利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 ）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浙江高院裁定

冻结工大集团、通成投资、工大高新、工大高总、工大高科价值486,841,718.77元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相当于冻结款额

的财产，并于2018年5月14日轮候冻结了工大高总持有的工大高新无限售流通股670,000股、限售流通股66,115,593股，

冻结期限三十六个月，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本案定于2018年9月7日开庭， 目前双方代理律师正在积极沟通调

解中。

9）徐英捷与工大高新借贷纠纷

2018年5月31日徐英捷起诉工大高新、工大集团、张大成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工大高新归还借款2亿

元及利息、罚息等共计29,103.13万元，工大集团、张大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起诉状中称：2017年5月15日，公司向徐英捷借款2亿元，借款期间2个月，工大集团、张大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7年8月22日，签订借款展期合同，约定该笔借款延长1.5个月。2017年11月10日，再一次签订借款展期合同，约定该笔

借款延长3个月。该案尚未开庭。

10）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工大集团企业借贷纠纷。

2017年8月1日，工大集团、杭州东方邦信橙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黑龙江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黑乳集团” )、唐山渤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唐山渤海石油” )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

简称“大连银行上海分行” ）签署了委托贷款合同，委托贷款金额为7.8亿元，期限24个月。工大高新、工大高总为上述

贷款提供无条件不可撤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8年6月25日,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于2018年7月2日起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工大

集团、黑乳集团、唐山渤海石油偿还本金7.8亿元及利息等，并要求工大高总、工大高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尚未开

庭。

B、涉及分、子公司的相关情况

1）北京市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汉柏科技借贷纠纷。

汉柏科技于2017年11月23日经北京市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担保公司” ）担保委托，

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秀支行作为受托人发放了额度为1亿元、期限为6个月的委托贷款，彭海帆为该笔委托贷

款提供无限责任连带担保。中关村担保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宣布该笔委托贷款自当日提前终止，并强制要求于次日

偿还本金1亿元。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因中关村担保公司与汉柏科技、彭海帆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2018）京执423号]，于

2018年5月7日轮候冻结了彭海帆持有工大高新的股权103,068,783股，冻结期限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公

司就本案已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目前正在与原告进行协商调解，至今尚未收到受诉法院开庭传票。

2）周世平与汉柏科技借贷合同纠纷。

2018年5月16日周世平向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借款合同于2018年5月16日提前到期，并请求裁决

汉柏科技偿还借款本金1亿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共计10338.34万元，要求彭海帆、汉柏明锐、汉柏信息、工大高新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仲裁申请书中称：2017年6月12日汉柏科技向周世平借款1亿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彭海帆、汉柏明锐、汉柏信息、

工大高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案尚未开庭。

3）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汉柏科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18年6月29日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北京分行” ）向北京市第四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汉柏科技支付借款本金1亿元及利息，并要求彭海帆、工大高新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起诉状中称：2017年4月13日，汉柏科技向恒丰银行北京分行借款人民币1亿元，借款期限12个月，彭海帆、工大高

新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该案尚未收到开庭传票。

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与汉柏科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18年5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天津分行” ）因汉柏科技与其签订的

其他融资协议项下的债务发生违约，于是宣布融资提前到期，并于2018年5月25日起诉至法院。

A：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中国教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教仪公司” ）支付应收账

款债权本金1,569.60万元及违约金，汉柏科技对1,200.00万元本金及至实际给付日的利息承担回购责任，工大高新、彭

海帆、田坤对汉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起诉状中称：2018年2月9日， 汉柏科技将其在中教仪公司的应收账款1,569.60万元转让给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并申

请融资。2018年2月11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向汉柏科技发放1,200.00万元融资款，到期日为2018年8月1日。彭海帆、田

坤、工大高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案尚未开庭。

B：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天津二中院” )提起诉讼，请求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

天信息” ） 支付应收账款债权本金1,897.99万元及违约金， 并对1,500.00万元本金及至实际给付日的利息承担回购责

任，工大高新、彭海帆、田坤对汉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起诉状中称：2017年11月13日， 汉柏科技将其享有的以普天信息为付款方的应收账款1,897.99万元转让给浦发银

行天津分行并申请融资。同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向汉柏科技发放1,500.00万元融资，到期日为2018年5月5日。彭海帆、

田坤、工大高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案尚未开庭。

C：向天津二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普天信息支付应收账款债权本金2,736.00万元及违约金，并对2,000.00万元本金及

至实际给付日的利息承担回购责任，工大高新、彭海帆、田坤对汉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起诉状中称：2017年10月19日汉柏科技将其享有的以普天信息为付款方的应收账款2,736.00万元转让给浦发银行

天津分行并申请融资。同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向汉柏科技发放2,000.00万元融资，到期日为2018年4月7日。彭海帆、田

坤、工大高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案尚未开庭。

D：向天津二中院提起诉讼，请求中教仪公司支付应收账款债权本金5,922.92万元及违约金，汉柏科技对3,900.00万

元本金及至实际给付日的利息承担回购责任，工大高新、彭海帆、田坤对汉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起诉状中称：2018年2月8日， 汉柏科技将其在中教仪公司的应收账款5,922.92万元转让给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并申

请融资。同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向汉柏科技发放3,900.00万元融资款，到期日为2018年8月1日。彭海帆、田坤、工大高新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案尚未开庭。

E：向天津二中院提起诉讼，请求中教仪公司支付应收账款债权本金5,719.62万元及违约金，汉柏科技对3,400.00万

元本金及至实际给付日的利息承担回购责任，工大高新、彭海帆、田坤对汉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起诉状中称：2017年9月12日，汉柏科技将其在中教仪公司的应收账款5,719.62万元转让给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并申请融

资。同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向汉柏科技发放3,400.00万元融资款，到期日为2018年3月7日。彭海帆、田坤、工大高新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该案尚未开庭。

F：向天津二中院提起诉讼，请求中教仪公司支付应收账款债权本金3,925.19万元及违约金，汉柏科技对3,000.00万

元本金及至实际给付日的利息承担回购责任，工大高新、彭海帆、田坤对汉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起诉状中称：2017年12月14日， 汉柏科技将其在中教仪公司的应收账款3,925.19万元转让给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并

申请融资。同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向汉柏科技发放3,000.00万元融资款，到期日为2018年6月10日。彭海帆、田坤、工大

高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案尚未开庭。

5）黑龙江省七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七建” ）与红博商贸城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0年，省七建与红博商贸城签订了七份《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书》。因工程款发生争议，2017年8月

30日，省七建向哈尔滨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红博商贸城、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会展

中心” ）合计给付工程款48,239.37万元，哈尔滨市仲裁委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哈仲裁字第0776号裁决书，裁

决会展中心、红博商贸城给付省七建工程欠款366,207,985.46元，已定拖欠工程款利息10,500.00万元。会展中心、红博商

贸城给付省七建利息77,089,626.42元，仲裁费用1,106,030.90元。按照上述仲裁，红博商贸城应给付省七建工程欠款29,

121.92万元。2017年12月26日又作出补正裁决书。省七建申请执行后，哈尔滨中院于2018年1月31日（[2018]黑01执35号）

冻结工大高新持有的汉柏科技100%的股份，出资金额人民币38,810.30万元。查封期间，公司持有的汉柏科技100%的股

份不得办理抵押、变卖、转让等相关过户手续，以及增资扩股或减持所占的股份，并冻结应分的红利和股息。2018年5月

10日哈尔滨市法院查封工大高新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香福路43号土地使用权（地号08-10-95），查封期限三年；冻结

工大高新持有红博商贸城100%股权；龙丹利民100%股权；红博会展100%股权，红博物产64.2171%股权，冻结期限为三

年。现双方正在和解中。

6)黑龙江大正彩翼涂料销售有限公司起诉红博物产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黑龙江大正彩翼涂料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起诉至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岗法院” ），要求红

博物产给付502,936.76元工程款及逾期滞纳金。南岗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黑0103民初720号判决书，判决

红博物产给付工程款502,936.76元及利息，并承担4,415.00元的案件受理费。现双方正在和解中。

7)黑龙江化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起诉红博物产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黑龙江化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2月起诉至南岗法院，要求红博物产给付工程款870.00万元及利息。南岗法

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黑0103民初310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红博物产给付工程款870.0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案

件受理费7.27万元。现双方正在和解中。

8)哈尔滨亿博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起诉红博物产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哈尔滨亿博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起诉至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 ），要求红

博物产给付工程款2,327.11万元及利息，哈尔滨中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8）黑01民初第2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红

博物产给付工程款23,271,132.06元及利息，并承担158,155.66元的案件受理费。现双方正在和解中。

9）黑龙江和兴建设集团起诉红博物产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黑龙江和兴建设集团于2018年1月起诉至南岗法院，要求红博物产给付工程款147.25万元及利息。南岗法院于2018

年3月26日作出（2018）黑0103民初33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红博物产给付工程款147.25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

费9,026.50元。现双方正在和解中。

10)黑龙江博施建筑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起诉红博物产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黑龙江博施建筑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起诉至南岗法院， 要求红博物产给付工程款670.45万元及利

息，此案已开庭审理，现双方正在和解中。

11)哈尔滨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诉红博商贸城产品供销合同纠纷。

哈尔滨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起诉至南岗法院，要求红博物产给付657.40万元货款及利息，南岗法院于

2017年10月26日作出（2016）黑0103民初982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红博商贸城给付货款657.4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案件

受理费57,818.00元。双方正在和解中。

12)韩秀梅与红博商贸城产品供销合同纠纷。

南洋水泵经营部的经营者韩秀梅于2017年起诉至南岗法院，要求红博商贸城给付剩余货款8.70万元。该案开庭审

理后，南岗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黑0103民初86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红博商贸城给付韩秀梅欠款8万元

及违约金，并承担1,816.00元的案件受理费。现双方正在和解中。

13)广东联盛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红博商贸城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纠纷。

广东联盛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起诉至南岗法院，要求红博商贸城给付工程款11.6万元及利息2万

元。该案尚未开庭。

14）刘跃威与红博物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刘跃威于2018年5月28日起诉至南岗法院， 要求哈尔滨宏诚消防设施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623.66万元及

利息，红博物产、工大高新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该案尚未开庭。

15）奶户蒋凯地诉龙丹利民买卖合同纠纷。

蒋凯地于2017年起诉至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呼兰法院” ），要求给付96,253.63元奶资款，呼兰法

院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黑0111民初2618号民事调解书，龙丹利民给付原告蒋凯地奶资款96,253.63元，并承担

案件受理费1,462.50元。目前，双方正在和解中。

16)哈尔滨华联储运有限公司诉龙丹利民买卖合同纠纷。

哈尔滨华联储运有限公司于2018年起诉至呼兰法院，要求龙丹利民给付1,274,562.50元煤款。呼兰法院于2018年6

月20日作出（2018）黑0111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龙丹利民给付货款1,274,562.5元及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3,

136元。现双方正在和解中。

17）黑龙江冠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宇建筑” ）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考试培训大厦（以下简称“培训大厦”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黑龙江冠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26日向哈尔滨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培训大厦给付工程款

2,471,215.92元及利息709,275.93元；于2018年6月28日向哈尔滨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给付工程款13,692，607.38元及

利息。目前该案件未开庭。

18） 孙为民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呼兰玉米淀粉糖分公司 （以下简称 “玉米淀粉糖公

司” ）供货合同纠纷

玉米淀粉糖公司向西集粮库收购玉米，至2007年10月31日欠玉米款306.46万元，西集粮库将债权转给孙为民，孙为

民起诉至呼兰法院，呼兰法院作出（2008）呼民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书。进入执行程序后，呼兰法院于2012年冻结公

司持有的龙丹利民享有的全部股权，2013年查封玉米淀粉糖公司11处房产，2017年重新查封。2013年另有3处房产通过

法院裁定归孙为民所有，抵欠款3,371,200.00元。但截至2018年6月14日，尚未执行。因判决书所列违约金及法律规定的

迟延履行金还未执行完毕，现双方正就此事进行协商和解中。

五、公司账户及资产冻结情况

公司及公司分、子公司被冻结账户共41户，合计冻结金额人民币1,056,313.5元；15,002.45美元；383.03港元。其中涉

及基本账户及一般结算账户。

A、公司账户冻结及查封情况：

1)公司账户冻结、查封的情况： 单位：元

开户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冻结

/

查封金额

(

截止目前

)

账户类别 原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大支行

工大高新

2300186525***** 1,164.35

基本户

与吴成文借贷纠纷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开发区支

行

工大高新

0200316819***** 100,967.55

一般户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开发区支

行

工大高新

0200316819*****

100,967.55

（轮候）

一般户

与赵林香借贷纠纷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工大高新

857110010***** 1,800.00

一般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分行

工大高新

230018681****** 1,676.10

一般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动力支行

工大高新

230018657****** 1,928.37

一般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大支行

工大高新

2300186525*****

1,164.35

（轮候）

基本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岗区支行

工大高新

94403901******

截止

2017

年末冻结金额为

10,839,312.50

元，截止目前

冻结

97,441.98

元，其余已被

扣划

非预 算 单 位

专用户

合力公司与红博商 贸

城买卖合同纠纷

2)冻结、查封具体原因：

①吴成文与工大高新借贷纠纷

2017年5月26日，工大集团、工大高新、张大成先生向吴成文借款人民币1亿元整,款项支付给工大集团。因借款逾

期，吴成文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 ）申请财产保全［（2017）浙01民初1913号］。杭州中院分别

于2018年1月22日冻结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开发区支行账户，冻结金额100,967.55元；2018年1月25日冻结公司中国建

设银行哈尔滨工大支行账户，冻结金额1,164.35元。2018年1月26日冻结公司持有的汉柏科技100%的股份，出资金额人

民币38,810.30万元。查封期间，公司持有的汉柏科技100%的股份不得办理抵押、变卖、转让等相关过户手续，以及增资

扩股或减持所占的股份，并冻结应分的红利和股息。公司就本案已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目前正在与原告进行协商调

解，至今尚未收到受诉法院开庭传票。

②赵林香与工大高新借贷纠纷

2017年4月14日，工大高新向赵林香借款人民币1亿元，工大高总、工大集团提供连带担保,款项支付给工大集团。后

该笔借款逾期。2018年1月25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西高院” ）作出民事调解书[（2017）赣民初93号]，

调解书确认借款利息自2017年4月14日计算至2018年2月14日合计产生利息款为2,000.00万元，工大高新、工大高总、工

大集团已还款金额为3,825.00万元， 其中2,000.00万元视为偿还截止到2018年2月14日的全部利息，1,825.00万元视为归

还的部分本金，尚欠款项为8,175.00万元，分期偿还时间：2018年2月14日前支付1,000.00万元；2月28日前支付3,000.00万

元；3月31日前支付3,000.00万元；4月30日前付清余款1,175.00万元。后公司未按时还款，原告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5月8

日，江西高院冻结公司工行北京开发区支行账户，冻结金额为100,967.55元。2018年5月24日，江西高院冻结公司恒丰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账户，冻结金额为1,800.00元。江西高院冻结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

账户，冻结金额为1,676.10元。江西高院冻结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动力支行账户，冻结金额1,928.37

元。江西高院冻结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工大支行账户，冻结金额1,164.35元。

B、公司子公司账户冻结及查封情况：

1)红博物产账户冻结、查封情况：

①账户冻结、查封情况

开户行 账户名 账号 冻结

/

查封金额（元） 账户类别 原因

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开发区支

红博物产

350004111****** 226,400.00

一般户

与省建安公司

合同纠纷

建行哈尔滨黄河路支行

230018667****** 87,829.35

一般户

建行哈尔滨龙源支行

23050186****** 0.00

一般户

建行哈尔滨建源支行

230501866****** 51,109.48

一般户

农业银行龙乡支行

0806660****** 84,272.24

一般户

民生银行红旗大街支行

611266801****** 0.00

一般户

建行省行营业部

23001868****** 0.00

基本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红博支

行

17272202****** 17,199.31

一般户

②冻结、查封具体原因

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与红博物产合同纠纷

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安装公司” ）于2017年6月起诉至哈尔滨市中级法院（以下简称

“哈尔滨中院” ），要求红博物产给付工程款21,704,515元及利息；哈尔滨中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黑01民初

34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红博物产支付工程款22,435,498.16元及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53,977.49元。省安装公司申请

执行后，法院冻结了红博物产的账户，分别于2017年11月7日冻结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开发区支行账户，并于2017年12

月5日扣划320,000.00元、2018年3月14日扣划2,190.00元、2018年4月25日扣划3,696.71元；2017年12月18日冻结红博物产建

行哈尔滨黄河路支行账户， 并于2018年3月13日扣划2,309,910.00元、2018年4月19日扣划78,900.00元；2018年3月5日冻结

建行哈尔滨龙源支行账户， 并于2018年3月13日扣划1,407,900.00元、2018年4月24日扣划1,181,193.29元；2018年4月19日

冻结建行哈尔滨建源支行账户，并于2018年4月19日扣划1,039,984.32元；2018年4月19日冻结农业银行龙乡支行账户，并

扣划5,200.00元、2018年5月11日划扣357,254.54元；2018年4月19日冻结民生银行红旗大街支行账户,�并于2018年5月9日

扣划941,274.34元。2018年5月30日冻结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账户,�并于2018年5月30日扣划202,750.16元。截至

2018年5月31日扣划款累计7,850,253.36元，剩余工程款本金为14,585,244.8元。 现双方正在和解中。

2）汉柏科技账户冻结及查封情况

①账户冻结、查封情况

序号 单位 银行名称 金额（元） 账户类别

1

汉柏科技

建行鑫茂支行

6285# 2,715.67

基本户

2

浦发天津分行

2264# 481.19

一般户

3

交通银行大港支行

6826# 391.06

一般户

4

汉柏民生西长安街

1500# 177.34

一般户

5

汉柏民生自由贸易试验区

8663# 560.67

一般户

6

工行南门外支行

5360# 297.23

一般户

7

工行白堤路支行

7067# 5,453.80

一般户

8

工行南门外支行

8740# 0.00

一般户

9

天津浦发浦昌

0422# 28,937.04

一般户

10

浦发北京分行

8549# 9.70

一般户

11

汉柏建行南开支行

0395# 8,415.89

一般户

12

北京银行双秀支行

0953# 16.45

一般户

13

建行鑫茂支行

0104#

美元

2,673.79

收汇待核查户

14

建行鑫茂支行

0096#

美元

62.72

美元结算户

15

汉柏建行南开支行

2304#

美元

8072.8

美元结算户

16

汉柏建行南开支行

2311#

美元

4,107.78

收汇待核查户

17

天津浦发浦昌

0149# 0.00

一般户

18

天津浦发浦昌

0157# 12.59

一般户

19

交通银行大港支行

0123#

港元

383.03

一般户

20

交通银行大港支行

0667#

美元

85.36

一般户

21

交通银行天津滨江支行

9202# 27026.22

一般户

22

工行南门外支行

6292# 69.67

一般户

23

上海浦发银行天津科技支行

0364# 40.69

一般户

②账户冻结、查封原因

汉柏科技与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借贷纠纷

2017年11月29日，因经营周转需要，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小担” ）委

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于2017年11月向汉柏科技发放委托贷款人民币1亿元，期限一年，工大高

新及彭海帆、田坤共同对上述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后深圳中小担要求提前偿还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深圳中

小担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提请财产保全，深圳中院于2018年4月2日至11日冻结公司上述账

户。[详见《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5）]

此外，2018年4月，深圳中院查封汉柏科技名下位于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大道16号A-1号楼101、

102、201、202、301、302房产，查封期限叁年，自2018年4月3日至2021年4月2日；查封汉柏科技名下位于天津市滨海高新

区华苑产区海泰西路18号中南楼-103、205、403、303、503房产，查封期限叁年，自2018年4月3日至2021年4月2日；查封汉

柏科技名下位于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南大道28号B座号楼8-101、10-101、12-101、12-201的房产，查封期

限叁年，自2018年4月3日至2021年4月2日；冻结汉柏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彭海帆持有的工大高新7,600万股股份。冻

结汉柏科技持有的天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100%股权和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冻结期限为贰

年，自2018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1日

2018年5月21日，深圳中院下发了原告深圳中小担与被告汉柏科技、工大高新、彭海帆、田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

司法文书， 深圳中小担请求判令汉柏科技偿还本金1亿元、 违约金1,000.00万元、 逾期罚息70,520.55元， 合计110,070,

520.55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其余三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目前该案尚未开庭。

3）公司分公司账户冻结和查封情况：

①账户冻结、查封情况

开户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冻结

/

查封金额（元） 账户类别 原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工

大支行

红博商贸城

230018652****** 183,425.96

基本户

合力公司和省

安装公司合同

纠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黄河路

支行

45190245****** 43,340.94

一般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

岗支行

230018653****** 82,567.29

一般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红

博支行

23001865****** 585.37

一般户

②账户冻结、查封原因

A、哈尔滨合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红博商贸城买卖合同纠纷。

哈尔滨合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公司” ）于2017年4月起诉至哈尔滨中院，要求给付10,591,498.26

元钢材款及违约金。哈尔滨中院于2017年7月30日作出 (2017)黑01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红博商贸城给付货款10,

591,498.26元并支付违约金（自2013年9月12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三标准计付），并承担受理费110,037.77元，

工大高新对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合力公司申请执行，哈尔滨中院分别于2017年12月5日冻结红博商贸城建设

银行哈尔滨工大支行账户；2017年12月6日冻结建设银行哈尔滨红博支行账户；2017年12月6日冻结建设银行哈尔滨南

岗支行账户；2017年12月15日冻结工大高新中国邮储蓄银行深圳龙岗支行账户，2018年4月26日扣划1,075.00万元。因判

决书所列违约金及法律规定的迟延履行金还未执行完毕，现双方正就此事进行协商和解中。

B、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安装公司” ）与红博商贸城建设施工合同纠纷。

省安装公司于2017年5月诉至哈尔滨中院，要求红博商贸城给付尚欠工程款本金10,595,893.00元及利息。哈尔滨中

院于2017年9月4日作出（2017）黑01民初3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红博商贸城给付工程款10,581,893.22元及利息(自2017

年6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自动履行期限内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受理费85,291.36元。省安装

公司申请执行，哈尔滨中院于2017年冻结招商银行黄河路支行账户及查封红博商贸城一辆丰田埃尔法车，2017年12月

红博商贸城将该车抵款68万元给付省安装公司，哈尔滨中院执行局于2018年1月17日追加工大高新为被执行人，并于

2018年3月26日冻结了工大高新持有的红博会展500万元股权，工大高新持有的红博物产20.9万元股权、工大高新持有

的红博广场250万元股权，冻结期限1096天。现双方正在和解中。

六、公司股东股权冻结情况

1、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高总” ）共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169,943,021股，占公

司总股本16.42%。经公司向工大高总书面函证，目前累计被冻结股份数66,785,593股（已被轮候冻结）,占其持股总数的

39.30%，占公司总股本的6.45%。

2、彭海帆先生共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103,068,783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9.96%。经公司向彭海帆先生

书面函证，累计被冻结股份数103,068,783股（已被轮候冻结）,占其持股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9.96%。

七、风险提示

（1）公司目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被担保人债务逾期且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情况，部分债权人已提起诉讼并申

请财产保全，如公司或被担保方不能偿还债务，公司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

（2）公司资金被占用，现金流紧张，已有债权人要求公司及公司分子公司债务提供增信措施，公司已要求资金占

用方及时归还资金，以缓解公司现金流紧张的现状。

（3）公司因涉及诉讼导致部分账户被冻结，为避免不能按时支付有关款项，公司正积极采取措施与诉讼方达成和

解。

（4）若工大高总未能及时采取相关措施解除股份冻结，则被冻结的股份存在被司法强制执行的可能，从而对公司

控制权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将督促工大高总积极与有关主体进行协商，争取尽早解除对公司股份的冻结。

上述各项金额尚未最终确认，尚待公司会同中介机构进行进一步的全面核查并确认。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

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701� � � �证券简称：*ST工新 公告编号：2018-088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及

违规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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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下发的 《关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及违规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监管工作

函》（上证公函【2018】0755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根据有关规定，现将《工作函》全文公告如下：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你公司回复我部问询函，并发布重大风险提示公告。根据公告，你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

对外担保、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涉及重大诉讼、大额债务逾期等重大风险及违规事项。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条的规定，现就相关工作要求明确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应当尽快核实相关情况，查明原因并评估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具体影响，确定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风险事项。

二、公司董事会应当查明责任人，制定资产保全方案和损失追偿方案，尽快开展追偿工作，切实保障公司资产安

全，维护公司利益。

三、公司董事会应当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稳妥处置风险，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你公司在收到函件后应及时予以披露。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高度重视公司存在的重

大问题，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尽快落实本工作函的要求，妥善处理上述事项，维护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并及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组织有关各方按照《工作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与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701� � � � �证券简称：*ST工新 公告编号：2018-089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资产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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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出售资产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经公司与有关各方初步研究和论证，本次筹划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14日起

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2018年5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资产暨延期复牌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延期复牌的议

案》（公告编号：2018-062）；2018年6月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标的暨关联交易延期复牌的议案》（公告编号：2018-066），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停牌

时间自 2018�年6月14日起不超过两个月， 上述议案已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告编号：

2018－074、2018－075）；2018年7月1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出售资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进展并继续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8－08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和业务进行尽职调查，由于交易所涉及

标的资产的构成情况较为复杂，目前有关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积极、有序地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报送工信部的相

关材料。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停牌期间公司将

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预案（或报告书）等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

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29� � �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18–073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2018年7月1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9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7月26日（星期四），下午14:30-15: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18� 年 7月26日上

午9:30� -11:30，下午13:00� -15:00；

②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2018� 年 7� 月25日下午

15:00至 2018�年7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投票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委托他人出席

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股东在本公告公布的时间内，登录深交所交易系统或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表决。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18年7月19日（星期四）

8．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18� 年7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9．会议地点：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1.00

关于对公司持有的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债权处理安排的议案

2.00

关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责任人徐蕾蕾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的议

案

说明：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审议的议案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上述议案所涉内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登载于

2018年7月1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关联股东黄嘉棣 先生将对议案1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徐蕾蕾女士将对议案2回避表

决。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议案一

：《

关于对公司持有的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债权处理安排的议案

》

√

2.00

议案二

：《

关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7

年

度业绩承诺补偿责任人徐蕾蕾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的

议案

》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证券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及能证明其具有

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

资格的有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

策机构依法出具并加盖法人股东印章的书面委托书。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书至少应当在大

会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备置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登记时间：

2018年7月20日、2018年7月23日至25日，上午9:30� -� 11:30时，下午14:30� -� 16:30时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2）委托人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3）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4）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71-3211086

传 真：0771-3221828

电子邮箱：hsryhhy@126.com

通讯地址：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

邮政编码：530009

联系人：何海晏、王婉芳

2．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和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29” ，投票简称为“皇氏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

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7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 -11:30和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7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

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按以下意见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若

无明确指示，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

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议案一

：《

关于对公司持有的北

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债权处理安排的议案

》

√

2.00

议案二

：《

关于北京盛世骄阳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

承诺补偿责任人徐蕾蕾对公司

进行现金补偿的议案

》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被委托人：

委托人证券账户：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附注：

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674� � �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18-053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石河子万兴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万兴投资” ）的通知，获悉万兴投资分别与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以及中

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 ）办理了补充质押手续，补充质押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合计2,395,900股，具体内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万兴投资 是

282,000

股

2018

年

7

月

9

日

2018

年

11

月

16

日 平安证券

0.33%

补充质押

66,000

股

2018

年

7

月

9

日

2019

年

1

月

10

日 平安证券

0.08%

400,000

股

2018

年

7

月

10

日

2020

年

2

月

12

日 兴业证券

0.47%

150,000

股

2018

年

7

月

10

日

2020

年

3

月

12

日 兴业证券

0.18%

150,000

股

2018

年

7

月

10

日

2018

年

8

月

7

日 兴业证券

0.18%

347,900

股

2018

年

7

月

9

日

2019

年

8

月

16

日 中投证券

0.41%

1,000,000

股

2018

年

7

月

12

日

2019

年

8

月

16

日 中投证券

1.18%

合计

2,395,900

股

- - - 2.83% -

1、 万兴投资于2017年11月17日将其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00,000股质押给平安

证券。近日，因市场波动股价下跌需增加质押物，万兴投资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2,000股质押给平安证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7月9日，回

购交易日为2018年11月16日。

2、 万兴投资于2018年1月10日将其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70,000股质押给平安证

券。近日，因市场波动股价下跌需增加质押物，万兴投资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6,

000股质押给平安证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7月9日，回购

交易日为2019年1月10日。

3、万兴投资于2017年4月18日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00,000股质押给兴业

证券。近日，因市场波动股价下跌需增加质押物，万兴投资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000股质押给兴业证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 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7月10日，

回购交易日为2020年2月12日。

4、万兴投资于2017年5月17日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30,000股质押给兴业证

券。 近日， 因市场波动股价下跌需增加质押物， 万兴投资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0,000股质押给兴业证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 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7月10日，

回购交易日为2020年3月12日。

5、 万兴投资于2017年8月7日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00,000股质押给兴业

证券。近日，因市场波动股价下跌需增加质押物，万兴投资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0,000股质押给兴业证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 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7月10日，

回购交易日为2018年8月7日。

6、 万兴投资于2016年8月16日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535,100股质押给中

投证券。近日，因市场波动股价下跌需增加质押物，万兴投资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1,347,900股份两次质押给中投证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 其中347,900股的补

充质押的初始交易日2018年7月9日， 回购交易日2019年8月16日；1,000,000股的补充质押初始

交易日2018年7月12日，回购交易日2019年8月16日。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万兴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84,744,000股，股份性质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8.05%，其中已累计质押的股份为82,333,192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97.1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7.26%。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万兴投资本次质押是对其前次股票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万兴投资企业

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变更。

特此公告。

三、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000810� � � �证券简称：创维数字 公告编号：2018-047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该股东对财务公司出资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8年7月20日，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收到创维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维财务公司” ）出具的《关于对单一股东贷款超过其出资额的函》。

函件显示， 截止2018年7月20日， 创维财务公司股东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创维集

团” ）在创维财务公司贷款余额高于其出资额，具体为：创维集团对创维财务公司出资额100,

000万元，贷款余额170,562.80万元。根据公司2018年6月11日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 《关于在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以下简称 “《处置预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

关规定，上述事项达到《处置预案》第八条第（五）款“创维财务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

额超过创维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的50％或该股东对创维财务公司的出资额” 规定的情形。

一、创维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创维财务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5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简称“中国银保监

会” ）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公司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

公楼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财务公司经营场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高新南四道创维半导体设计大厦东座21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804891X5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177H244030001

法定代表人：鄢红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115,267万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

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

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

业拆借。

股东情况：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00,000万元，占比86.75%；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

司出资20,000万元(其中实收资本15,267万元，资本公积4,733万元)，占比13.25%。

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财务公司资产总额1,059,949.16万元，其中：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

款项57,605.56万元，存放同业款项 528,066.51万元，发放贷款和垫款468,769.03万元。负债总

额 913,128.79万元，其中：吸收存款871,441.72万元。2018年1月至6月，实现营业收入总额14,

585.34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16,586.24万元， 实现净利润12,438.76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二、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小组处置情况

公司在收到创维财务公司《关于对单一股东贷款超过其出资额的函》后，按照《处置预

案》的规定，领导小组立即召开了会议，要求创维财务公司进一步提供详细情况说明，并向本

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汇报。

三、创维财务公司情况说明和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小组意见

2018年7月20日，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了创维集团财务提供的情况说明如下：

“为了降低创维集团的资金成本和资产负债率，解决成员单位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增加

了对股东单位创维集团发放贷款，该贷款的发放严格按贷款审批流程规范操作。对创维集团贷

款的发放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及相关规定。创维集团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等指标保持

稳定，资本雄厚，融资能力较强，风险可控。”

领导小组听取情况说明后认为， 创维财务公司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相关管理办法开展正

常的经营活动，并按中国银保监会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义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

规定。

创维财务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该股东对创维财务公司的出资额， 不会影响

本公司在创维财务公司存、贷款的资金安全。

公司将持续关注创维财务公司经营情况，及时了解信息，维护公司资金安全。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2018年 7 月 21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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