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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发1项

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权期限

LED

器件、

LED

器件的

制造方法和

LED

显示模

组

2017

年

11

月

17

日

2019

年

5

月

21

日

US

10

，

297

，

730

发明

20

上述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公司。 该发明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

新，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加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 ）协商一致，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基金参加海通证

券的费率优惠活动。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9年8月19日起，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认购、申购（包括定投）本公司旗下基金，认购、

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海通证券活动为准。基金费率请详见招募说明书（更

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海通证券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认购、申

购（包括定投）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2、费率优惠期限

暂不设截止时间，具体以海通证券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海通证券认购、申购（包含定投），不包括基金赎回、

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2、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海通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

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3、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海通证券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htsec.com 95553 4008888001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huaan.com.cn 40088-50099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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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

桂西北治旱百色水库灌区工程预应力

钢筒混凝土管（PCCP）采购中标

候选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8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gxggzy.gxzf.gov.

cn/gxzbw/infodetail/?

infoid=352a636f-7fdc-4572-9954-547d3078c940&categoryNum=001011002）发布了《广西

桂西北治旱百色水库灌区工程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司

被评为广西桂西北治旱百色水库灌区工程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采购第一中标候

选人。

对此公示，公司提示如下：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单位：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云之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

2、招标项目名称：广西桂西北治旱百色水库灌区工程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采

购。

招标编号：BSSKGQ-CG-01。

3、项目概况：百色水库灌区工程位于百色市右江河谷内，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

大水利工程项目，由百色水库引水工程和百色水库下游右江提水工程两部分组成。

4、评标日期：2019年8月14日

5、投标报价:� 269,699,517.00元。

6、项目计划交货期：2019年11月10日完成型式试验，PCCP管批量生产计划开始时间为

2019年11月10日，计划供管结束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具体供管时间应满足施工现场实际

需求。

7、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预计中标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预计中标金额为269,699,517.00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18.64%。

该项目的中标预计将会对公司2019年至2021年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评标结果公示期为自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8月20日，公示期满后，公司能否收到中标

通知书尚存在不确定性。

如取得中标通知书，公司将及时予以公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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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

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8月15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 ）通

知，获悉荣盛控股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解除质押。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质押数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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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质

押 占公

司总 股

本比例

用途

荣盛控

股

84,000,000 2019-8-13

自申请解除质

押之日起到期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5.42% 1.93%

一

合计

84,000,000

一 一 一

5.42% 1.93%

一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9年8月14日， 荣盛控股将其持有并质押给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89,020,770股公司

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9年8月14日，荣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550,000,0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65%，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1,130,372,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0%。

截至2019年8月14日，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耿建明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710,000,1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33%，上述股

东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的数量为 1,524,372,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6%，占上述股东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6.25%。

二、备查文件

1、荣盛控股《关于我公司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2、荣盛控股《关于我公司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3、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交易清单》；

4、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交易委托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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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今日收到监事刘忠先生递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刘忠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刘忠先生的职务另有安排。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刘忠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5,000�股。

刘忠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刘忠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监事的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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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事项

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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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升达林业” ）于2018

年10月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四川证监局对公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3），公司披露截至

2019年8月15日，经公司自查，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 ）对外借款提供担保且尚未偿还的额度为23,415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5.67%）， 存在10笔可能涉及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

金，在继续核查中，上述金额总计23,857.02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5.97%）；

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金额约116,654.77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8.08%）。

一、升达集团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事项

（一）公司控股股东升达集团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占用金额

1

违规从公司账户划出资金形成占用

174,017,865.40

2

违规对升达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657,931,960.96

3

以公司名义进行民间借款承担偿债义务形成资金占用

332,394,811.68

4

其他形式形成的占用

2,203,104.07

小计

1,166,547,742.11

1、违规对升达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以

公司名义向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形成资金占用，具体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名称 担保余额

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形成

的资金占用

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贵 州 中 弘

达

升达集团

厦门国际银行

厦门分行

30,000.00 30,400.99 2017-7-17 2018-7-17

是【注

1

】

贵 州 中 弘

达

升达环保

厦门国际银行

厦门分行

20,000.00 20,269.31 2017-7-17 2018-7-17

是【注

2

】

公司 升达集团 秦栋梁

980.00 1,167.00 2018-2-6 2018-3-5

是【注

3

】

公司 升达集团 姜兰

1,760.00 1,955.89 2016-8-31 2020-8-30

是【注

4

】

公司 升达集团 杨陈

11,000.00 12,000.00 2017-12-15 2018-12-15

是【注

5

】

小计

63,740.00 65,793.20

注1:� 2017年7月17日，升达集团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综合授信额

度合同，由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向升达集团授信3亿元，有效期为2017年7月

17日起至2018年7月17日止。贵州中弘达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中弘达” ）以存放于

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处的定期存单及相应存款利息为该授信提供质押担保。升达集团未按

期偿还借款，厦门国际银行于2018年7月18日扣划贵州中弘达在该行的存款，实际扣划金额30,

400.99万元。

注2:� 2017年7月17日，升达环保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综合授信额

度合同，由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向升达环保授信2亿元，有效期为2017年7月

17日起至2018年7月17日止。 贵州中弘达以存放于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处的定期存单及相

应存款利息为该授信提供质押担保。由于升达环保未按期偿还借款，厦门国际银行禾祥支行

于2018年7月18日扣划贵州中弘达在该行的存款，实际扣划金额20,269.31万元。

注3:� 2018年2月6日,�升达集团与秦栋梁签署书面《借款合同》（编号:SDJK20180206），升

达集团向秦栋梁借款1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30日。本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

保证担保。升达集团未能按期偿还借款，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决本公司承担连带保

证，2018年10月17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本公司银行存款，实际扣划金额1,167.00

万元。

注4： 姜兰与升达集团于 2016年8月31日和 2016年10月26日分别签定了 《资金使用合

同》，升达集团向姜兰借款2,565.00万元，本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双方在 2018年3月

20日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并确认，截止 2018年2月28日，升达集团尚未归还借款本金为人民

币 2,010.00万元。本公司代升达集团偿还借款本金250万元，升达集团尚余1,760.00万元借款未

归还。姜兰提请钦州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根据钦州仲裁委员会（2018）钦仲案字第516号仲

裁决定，2018年9月28日，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本公司银行存款， 实际扣划金额1,

955.89万元。

注5：2017年12月15日，升达集团与杨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0,000万元（实际到账1.4

亿元），公司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因升达集团未按时偿付本息，公司被债权人

起诉，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2019年2月3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本公司用募集

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份额1.2亿元。

2、以上市公司名义进行民间借款承担偿债义务形成资金占用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以

公司名义代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或向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形成资金占用，具体

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元

债权人 借款日期 借款本金余额 占用金额 实际扣划金额 备注

胡静谊

2018/4/12 10,600,000.00

55,122,901.67 55,122,901.67

注

1

熊昕

2018/4/12 40,000,000.00

刘立强

2017/12/11 25,000,000.00

53,231,827.00 53,231,827.00

注

2

2018/1/25 20,000,000.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

耀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017/7/5 25,000,000.00 28,442,636.99 26,562,500.00

注

3

顾民昌

2018/1/22 10,000,000.00 12,564,258.90

注

4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2016/9/12 28,620,937.50 31,492,289.44 28,716,058.50

注

5

蔡远远

2018/1/29 80,000,000.00 102,123,914.99

注

6

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2016/7/29 21,798,167.00 25,942,883.49

注

7

王俊浩

2018/6/5 16,985,600.00 23,474,099.20

注

8

合计

278,004,704.50 332,394,811.68 163,633,287.17

注1：2018年4月12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胡静谊、熊昕签订借款暨担保合同，升

达集团、江昌政、江山作为保证人，约定借款本金1,060万、4,000万元，年利率36%，借款期间为

2018年4月13日至2018年5月2日，借款直接划入升达集团账户。2018年5月14日，因未按时偿付

本金及利息，公司被债权人起诉。2018年8月1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

划扣55,122,901.67元用于偿还借款本息。

注2：2017年12月11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刘立强签订借款合同，升达集团、江昌

政、江山、薛英、刘东斌作为保证人，合同约定借款本金5,000万元，月利率5%，借款期限自2017

年12月11日至2018年3月10日；2018年1月25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刘立强签订借款合

同，升达集团、江昌政、江山、薛英、刘东斌、陈德珍、彭山中海、成都市青白江升达家居制品有

限公司作为保证人，合同约定借款本金2,000万元，借款期限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3月10日，

借款利息为每日0.2%。截至起诉前尚有4,500万元本金及相关利息未偿付。2018年5月3日，上述

两笔借款尚有4,500万元本金未偿还，公司被债权人起诉。2018年6月7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划扣53,231,827.00元用于偿还借款本息。

注3：2017年7月5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耀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签订了《资金使用合同》，借款本金2500万元，年利率15%，借款期限自2017年7月10日至

2018年5月31日，升达集团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2018年6月26日，因未按时偿付本金和利息，公

司被起诉。2019年1月24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划扣26,562,500.00元

用于偿还借款本息。

注4：2018年1月22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顾民昌签订《资金使用合同》，借款金

额1000万，期限一个月，顾民昌当日履行了出借义务，成都市青白江升达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为

该笔借款提供担保。2018年8月28日，因未按时偿付本息，公司被起诉。根据四川省成都市新都

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川114民初6863号民事判决书，公司应归还顾民昌借款本金1000万

元，并支付资金使用费（资金使用费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日利率2%计算至借款还清之

日止），同时公司应向顾民昌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00.00元、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用11,433.30

元。同时，法院冻结了公司银行账户11,433,300.00元，并查封了公司名下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东

华正街42号1单元B1楼A5和B2号（权0610744）、26-27楼（权0610738）、成国用（2006）第854

号、成国用（2006）第1271号房产和土地。

注5：2016年9月12日， 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资产转让合同》，同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本金6,000万元，租赁期3年，利率6.175%，

升达集团为该笔融资提供担保。因未按约偿付剩余本息，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被诉。2018年10

月1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皖01民初951号民事判决书，公司应支付中安

融资租赁租金28,620,937.50元、迟延利息19,121.00元（暂计算至2018年6月20日，之后迟延利息

仍按此方法计算至款清之日止），还应支付中安融资租赁留购价款1,000.00元，并支付律师费

75,000.00元，案件的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等由公司、升达集团承担。2019年2月26日，公司募

集资金账户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28,716,058.50元。

注6：2017年12月，公司、升达集团、董静涛、江昌政作为共同借款人与蔡远远签订《借款合

同》，实际借款本金5,00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2月22日至2018年2月21日止，款项直接

转入升达集团账户；2018年1月，公司、升达集团、董静涛、江昌政作为共同借款人与蔡远远签

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3,000.00万元，月利率2%，借款期限自2018年1月29日至2018年2月12

日止，款项转入公司账户。上述两份借款合同约定共同借款人为该项合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即升达集团、董静涛、江昌政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2018年9月17日，蔡远远起诉各方，

要求各方偿还借款本金8,000万元，以及自2018年1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24%计

算的利息。

注7：2016年7月29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

租赁合同》，租赁本金5,000万元，概算总租金55,017,187.00元，租赁期36个月，名义货价1,000

元，升达集团、江昌政为该笔融资提供担保。因未支付剩余租金21,798,167.00元，公司于2018年

9月4日被起诉。2018年7月31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在2,500万元范围内冻结公司

财产。2018年11月9日，公司以法院管辖权不符合规定为由提请上诉，2018年12月3日，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注8：2018年6月5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原告王俊浩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约

定的借款本金为25,000万元，实际借款本金16,985,600.00元，因未支付利息，被原告解除借款合

同，且王俊浩已将债权转让给杭州展夏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收到对方解除借款合同通知

书，被要求偿还本金16,985,600.00元，以及利息3,244,249.60元。

3、其他形式形成的占用

刘凤向公司原分公司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温江人造板分公司（该项资产已于

2016年12月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出售给升达集团，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温江人造板

分公司已于2017年1月注销）（以下简称“升达林业温江分公司” ）出售杂木、木片，升达林业

温江分公司尚未支付货款575,009.00元而被起诉。2018年10月22日，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成都

市温江区人民法院划扣580,000.00元用于支付该笔货款。

2018年3月22日,升达集团通过龙泉驿区龙泉街办沈记建材营业部自新奥能源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奥能源” ）借款27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2018年7月，公司将所持有的新奥能

源30%的股权以作价1,420,939.07元转让给宁波皓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由于升达集团欠付新

奥能源借款未归还，以升达集团欠款冲抵公司应收股权转让款，形成资金占用1,420,939.07元。

唐常彬向升达林业温江分公司出售杂木、木片，升达林业温江分公司尚未支付货款83,906

元，故唐常彬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根据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2018）川0104民初46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升达林业应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唐常彬支付货款83,906元，2019年5月23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成都市锦江区人民

法院划扣83,906元用于支付该笔货款，该金额列入升达集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唐兴岭向升达林业温江分公司出售杂木、 木片， 升达林业温江分公司尚未支付货款118,

259元，故唐兴岭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根据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出

具的（2018）川0104民初46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升达林业应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唐兴岭支付货款118,259元，2019年5月23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成都市锦江

区人民法院划扣118,259元用于支付该笔货款，该金额列入升达集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二）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事项尚未偿还的情况

截至2019年5月14日，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提供

担保且尚未偿还的额度为23,41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5.67%），担保

余额为23,41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5.67%）。

1、公司为控股股东升达集团违规提供担保未被起诉或已被起诉但尚未裁定事项

截至2018年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公司为控股股东升达集团违规提供担保未被起诉或已

被起诉但尚未裁定事项共计4笔，涉及违规担保金额23,415.00万元。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债权人 借款人 尚未归还的借款本金 备注

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升达集团

5,800,000.00

注

1

马太平 升达集团

25,000,000.00

注

2

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升达集团、升达广元

105,850,000.00

注

3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升达集团

97,500,000.00

注

4

合计

234,150,000.00

注1：2018年3月，升达集团与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

本金580万，年利率14%，借款期限至2019年4月7日。公司违规对该笔借款提供了担保，因升达

集团未按时支付本息，该笔借款已违约。2018年9月29日，公司收到律师函，要求公司承担对升

达集团欠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的担保责任。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尚未起诉本公司。

注2：2017年11月，升达集团与马太平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3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

年11月2日至2018年2月1日。升达集团尚欠付本金2,500万元，2018年10月16日，公司收到律师

函，要求公司承担升达集团欠付马太平本金及逾期利息的连带责任。马太平尚未起诉本公司。

注3：2017年6月，升达集团、广元升达林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升达广元” ）与

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升达集团、升达广元向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

款2亿元，2018年7月，升达集团、升达广元未按时归还到期借款，出现违约，公司违规为该笔借

款提供保证。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1日下发的执行通知书，升达集

团、升达广元欠付的借款本金为10,585.00万元。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尚未起诉本公司。

注4：2014年9月，升达集团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升达集团向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借款38,700万元，升达林业以回购升达广元的股权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升

达集团未能按期偿还剩余借款本金9,750万元，公司作为担保方一并被起诉，该案件尚未判决。

2、因公司原分支机构升达林业温江分公司与供应商纠纷，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尚未裁定的

诉讼事项列示如下：

单位：元

起诉单位或自然人名称 诉讼金额 公司所处位置 案件进展

广州亿鼎电器技术有限公司

2,567,026.97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赵莎

35,825.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徐玉全

385,664.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杨永艳、雷廷春、钱安英、贾晓琴

945,909.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闵刚

83,368.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蒋莉

402,359.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合计

4,420,151.97

二、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及升达集团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8年11月2日，上海升达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升达” )股东办理完毕上海升达

的股权质押手续，将上海升达股权质押给公司。四川天平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川天平评报字[2018]0453号）， 认定上海升达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价值为：47,641.84万元（大写： 肆亿柒仟陆佰肆拾壹万捌仟肆佰元整）。如2018年12

月31日升达集团仍未偿还所占用公司的资金，上海升达的所有股权将抵偿给公司。升达集团

与公司签署《关于剥离资产后续遗留问题之协议书》（以下简称“《遗留问题协议》” ），就公

司为升达集团在《遗留问题协议》中担保的债务进行反担保，以解除违规担保问题。在前述措

施无法解决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解除违规担保的情况下，升达集团全资子公司山南大利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会将所持有的巴塘县砂西玉山矿业有限公司67%的股权用作清偿对公司的资金

占用和违规担保。

升达集团为解决资金占用及公司的违规担保，将加快与各战略投资者的谈判进程，将通

过不限于转让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出售升达集团资产，协调合法贷款或者转让对公司的控

股权等方式推进升达集团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以积极筹措资金解决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及违规

担保事项。升达集团将争取在11月与相关各方签署正式合作协议，获得资金支持或资产注入，

保障升达集团在12月31日前解决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

年11月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对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相关问题公开说明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17）。

2018年11月16日，升达集团的股东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已与保和堂（海

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和堂（海南）” ）签署了《江昌政、江山、董静涛、

向中华、杨彬 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将其

分别持有的升达集团 53.46%、28.88%、11.72%、5.63%、0.32%的股权转让给保和堂（海南），转

让完毕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股权转让协议》对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及升

达集团资金占用事项解决进行了约定，具体内容和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7日、11

月21日分别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变更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4）、《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127）、《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

编号：2018-126）。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2018年11月23日，保和堂（海南）及升达集团全体股东按照《股

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将相关股权过户资料递交工商管理部门的过程中，升达集团的债权人包

商银行司法冻结了江昌政及江山所持升达集团的股权，导致江昌政及江山所持有的升达集团

82.33%的股权转让无法按原计划过户。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已将其持有升达集团的股权完成

工商过户手续，过户至保和堂（海南）名下。为保证本次交易能够顺利实施，各方通过友好协

商，于2018年12月11日签署《关于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就原《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进行了完善和部分修改。

《补充协议》同时约定升达集团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具体解决时间和要求以保和

堂（海南）和升达林业向交易所报备的解决方案为准。具体内容和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

年12月12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东与相关方签署〈补充协议〉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8-137）。

2018年12月28日， 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46），根据保和堂（海南）出具的说明，保和堂（海南）将在2019年3月31日前解决不低

于4亿元的资金占用，在2019年6月30日前解决剩余所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和违

规担保，同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2019年1月25日， 公司向升达集团发出关于升达集团清欠解保工作进展及承诺用于抵偿

占用的公司股权变更进展的 《通知函》。2019年1月25日， 公司收到升达集团出具的 《回复

函》，具体内容如下：

“目前，上海升达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升达” ）股东杨蜀华、成都市温江区升达建

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升达100%的股权因为诉讼纠纷已于2018年11月13日被法院冻

结，暂时无法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在股权可以办理过户的情况下，且升达集团对你公司的资金

占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上海升达股东杨蜀华、成都市温江区升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仍将继续将股权抵偿给你公司。目前，巴塘县砂西玉山矿业有限公司67%股权因为诉讼纠纷正

处于冻结状态，暂时无法办理工商过户手续。在股权可以办理过户的情况下，且升达集团对你

公司的资金占用及你公司对升达集团的违规担保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升达集团仍将继续将

股权抵偿给你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权未过户至公司名下。

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及1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四川证监

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和 《关于对四川证监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5），根据保和堂（海南）出具的说明，其将在获得升达集团股权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出具解决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及升达林业对升达集团的违规担保问

题的具体措施及安排，在2019年3月31日前解决不低于4亿元的资金占用，在2019年6月30日前

解决剩余所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截至2019年4月13日，公司尚未收

到保和堂（海南）关于解决4亿元资金占用的详细方案。

海南保和堂承诺在2019年6月30日前解决所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

保：2019年 3月15日，焦作保和堂股东签订《保和堂（焦作）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

称“《增资协议》” ），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投资者向焦作保和堂增资100,000万元，增资

资金用途为海南保和堂解决升达林业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

建国路支行于2019年4月10日出具的《财产证明书》，海南保和堂股东郝靖伟在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开具的银行账户现有人民币活期储蓄余额超过4亿元人民币；2019年4月10日， 郝靖伟出

具说明，在升达林业解决了账户资金安全问题后，其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储蓄账户中的4亿元

将用于升达集团偿还对升达林业的违规资金占用。

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收到海南保和堂关于资金占用问题的说明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74），根据保和堂（海南）出具的说明，保和堂（海南）一直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升

达集团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但是，由于不可控因素的出现，保和堂（海南）无法按照

约定解决资金占用问题，说明如下：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保和堂（焦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市保和堂” ）向法

院申请解除对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所持升达集团共计70%股权司法查封后，焦

作市保和堂与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应于上述股权解除司法查封当日共同办理

该70%股权过户至保和堂（海南）的工商变更登记，但是，在办理签署70%的股权工商变更登

记时，升达集团的债权人包商银行司法冻结了江昌政及江山所持升达集团的股权，导致江昌

政及江山所持有的升达集团 82.33%的股权转让无法按原计划过户； 截至目前， 保和堂 （海

南）仅持有升达集团17.67%的股份，剩余82.33%的股份能否过户及过户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2019年5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升达集团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华宝信托” ）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金融借款合同的质押物为升达集团持有升达林业

25.34%的股权，若最终判决涉及到质押物的处置问题则会影响保和堂（海南）对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2019年7月3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沪民初29

号】，判决升达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归还华宝信托本息（含罚息）及律师费。若升达集团不

履行判决义务，华宝信托有权与升达集团、江昌政协议，以其质押的共计21,303.66万股股票及

法定孳息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上述质押财产折价或者

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升达集团、江昌政所有，不足部分由升达集团继

续清偿。 如果华宝信托处置质押股票可能影响到公司控股权的变动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变

更，对公司的股票交易有重大影响。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诉讼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6）。目前，保和堂（海南）正积极与包括包商银行及华宝信托在

内的升达集团债权人进行沟通，避免由于债务纠纷造成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变动；在上述

问题解决后或有明确预期时，保和堂（海南）将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及时解决

升达集团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事项中，公司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未履行审批程序及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进一步梳理同类事项及具体情况，并将按照法律、法规及

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升达集团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

的解决进展，并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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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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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基本情况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升达林业” ）于2018年10月8日、

2018年10月9日、2019年6月14日、2019年6月26日分别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回复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2）、《关于四川证监局对公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03）、《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9-073），披露了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

下简称“长城四川省分公司” ）诉升达林业、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

达集团” ）、江昌政、陈德珍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2016年8月27日，长城四川省分公司与升达林业签署《债务重组协议》，重组债务本金为

人民币15000.00万元，升达林业应按照《债务重组协议》约定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同时，长城四

川省分公司与升达集团、与江昌政、陈德珍还签订了《连带保证合同》，与升达林业签订《股权

质押合同》。上述合同约定为主债务提供质押和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长城四川省分公司称截止2018年7月5日，该《债务重组协议》项下利息已逾期。要求担保

人及时履行担保义务。

因签订有公证债权执行文书， 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作出2018川国公证执字第259号

生效判决。长城四川省分公司于2018年8月7日向管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管辖法院责令被执

行人江昌政、陈德珍、升达集团、升达林业向长城四川省分公司：1、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实

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被执行人江昌政、陈德珍、升达集团、升达林业共同承担。

长城四川省分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11时起至2019年6月25日11时止 （如发生自动延时

的， 截止时间以延长后的结束时间为准） 在阿里巴巴集团资产交易网络平台 (网址http:

//zc-paimai.taobao.com)�对升达林业债权进行公开挂牌竞价，起拍价为135,000,000.00元，2019

年6月24日上述拍卖已被撤回。截止至2019年3月20日，长城四川省分公司拥有对升达林业债

权总额172,600,315.40元，其中本金135,000,000.00元，利息4,534,125.00元，违约金18,036,065.02

元，罚息14,512,500.00元，复利517,625.38元。

长城四川省分公司将于2019年8月12日12时起至2019年9月11日12时止（如发生自动延时

的， 截止时间以延长后的结束时间为准） 在阿里巴巴集团资产交易网络平台 (网址http:

//zc-paimai.taobao.com)�对升达林业债权进行再次公开挂牌竞价，起拍价为135,000,000.00元。

公司正在与长城四川省分公司积极协商，力争尽快妥善解决，最大限度的保护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长城四川省分公司诉升达林业、升达集团、江昌政、陈德珍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判决生效，正在执行中，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目前影响金额无法准确判

断，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实际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未发现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