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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情况简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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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合同统计系统和财务快报数据显示，本公司11月份当月新签合同额25.87亿元，其中国内合

同额22.50亿元，境外合同额3.37亿元；当月实现营业收入143.77亿元。

截至2019年11月底，包括已经公告的重大合同，本公司累计新签合同额2239.96亿元，其中国内合同额

878.00亿元，境外合同额1361.96亿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869.93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月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重大合同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同签订单位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甲醛及HCl氧化装置工程EPC总承包合同 约9.14

以上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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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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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指除以下股东

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12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一2019年12月13日

其中：交易系统：2019年12月13日交易时间

互联网：2019年12月12日下午15：00至12月13日下午15：00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区大洋电机广丰厂区技术中心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鲁楚平先生及副董事长徐海明先生因故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王文丽女士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

211,156,691股，占公司总股本2,365,530,164股的51.200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198,158,90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0.650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2,997,786股，占公司总股本2,

365,530,164股的0.5495%。

以上总股本及股东持有表决股份数额均以2019年12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总股本及股东持股数量为准。

4、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董事会邀请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0,883,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4%；反对27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2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15,734,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42%；反对27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 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召集人资格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刊载在2019年12

月1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五、备查文件

1、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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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执行案件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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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

裁定书》（（2019）浙06执495号之一）（公司与被执行人周伟洪、王惠芬、江苏国澄装备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周晨、周燕萍、周政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披露的《关于申请执

行案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

因被执行人周伟洪持有的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属限售流通股，处置比较困难，公司申请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根据《执行裁定书》，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公司有权要

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公

司履行债务的义务。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对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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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富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冠福股份” 、“乙方” ）因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

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基于公司控股股东因违规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引发的

公司及相关方与上海富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汇保理公司” 、“甲方” ）的7个诉讼案件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新区法院” ）业已作出《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之后经各方

友好协商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上海弈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弈辛实业” 、“丙方” ）拟与冠福股份进行业务合作，双方签署了

《购销合同》，但最后并无进行真实的商品贸易。2017年12月27日，弈辛实业与富汇保理公司签订两份《国

内保理业务合同》（编号分别为：2017-FHBL-002-BL、2017-FHBL-003-BL）， 开展有追索权公开型保理

业务，所对应的基础债权为弈辛实业与冠福股份签订的《购销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即弈辛实业将该

应收账款之债权转让给富汇保理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在无实质交易背景情况下，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向

弈辛实业付款，弈辛实业将前述涉案商票背书转让给富汇保理公司。前述涉案票据到期后，富汇保理公司

因提示付款被拒绝，遂向浦东新区法院提起诉讼，浦东新区法院对案件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

理，并对本次诉讼案件作出一审判决。经各方当事人友好协商，同意公司向富汇保理公司支付部分款项后

申请免除上述案件《民事判决书》项下公司应承担的全部还款义务。

公司在收到上述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时，已及时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0月19日、12月6日、12

月22日、2019年8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收到（2018）沪0115民初75825号案件〈传票〉及

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8）、《关于收到上海富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

的〈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16）、《关于收到（2018）沪0115民初75828号案件〈传

票〉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33）、《关于收到上海富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及其他

相关方的〈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88）。

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1、各方确认票据追索权纠纷7案中，甲方在诉讼中主张的乙方、丙方应偿付票据金额为15,000.00万元，

乙方、丙方无异议；现甲方同意按照合计受偿12,400.00万元与乙方、丙方、丁方[丁方为闻舟（上海）实业有

限公司、林文智、林文洪、林文昌的合称]达成和解协议，如乙方、丙方、丁方按照和解协议实际履行的，甲方

同意放弃对其余部分的追偿权。

2、甲方同意，乙方、丙方、丁方分别按照以下方式和期限向甲方偿还上述款项：

（1）乙方共向甲方偿还本金6,600.00元，票据追索权纠纷7案中的“涉案票据金额” 及“和解后应付金

额”详见下表：

序号 案号

涉案票据金额

（万元）

和解后应付金额

（万元）

1 （2018）沪0115民初75825号 600.00 264.00

2 （2018）沪0115民初75828号 600.00 264.00

3 （2018）沪0115民初75830号 600.00 264.00

4 （2018）沪0115民初73411号 3,800.00 1,672.04

5 （2018）沪0115民初73359号 600.00 264.00

6 （2019）沪0115民初37032号 4,400.00 1,935.98

7 （2019）沪0115民初37033号 4,400.00 1,935.98

合计 15,000.00 6,600.00

（2）若乙方根据本条第1款的约定的期限和金额偿还6,600.00万元，甲方不再依据上述7案或7案所涉

合同产生的任何其他诉讼形成的生效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申请对乙方强制执行，此外甲方应于2020年

6月30日收到乙方最后一期款项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法院申请解除因上述7案而对乙方采取的全部财产

保全措施，并自愿承担除上诉费之外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一切

因诉讼产生的费用），也不再向乙方主张本案所涉票据及相应保理合同项下的其余任何款项，即乙方按照

和解协议按时足额履行支付义务后，甲方与乙方再无债权债务纠纷。

（3）若乙方未能按期履约且任何一期的任何金额支付逾期超过10个工作日以上的，甲方有权依据上

述7案相应生效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丙方、丁方同意乙方按照本和解协议的上述约定向甲方履行，并承诺如乙方按照本和解协议的约

定向甲方支付全部6,600.00万元后，丙方、丁方按照《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保证合同》的相关约定，于

2020年12月31日共同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800.00万元，具体的支付方式、金额、期限、利率等由甲方、丙方、丁

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5）若甲方已根据本条第3款对乙方申请强制执行的，则甲方不得再要求丁方根据本条第4款的约定

履行付款义务，丁方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在申请强制执行金额中予以扣除。

3、因本案所涉的保理融资款实际均系丙方、丁方使用，乙方无论按和解协议第二条第1款还是第3款向

甲方履行了付款义务后，均有权以实际付款额为限向丙方、丁方追偿。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

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提供担保

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和解协议为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达成的， 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

力，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对控股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

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坏帐准备，预计增加

公司8,516.73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 公司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后冲回前期多计提的预计负

债/坏帐准备，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坏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性利润，不

可持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

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

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

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公司

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5825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5828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5830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3359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3411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7032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7、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37033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8、《和解协议》。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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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新增冻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冠福股份” ）近日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知悉：公司持有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 ）、能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特科

技” ）的股权新增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股权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新增股权冻结的基本情况

序

号

被冻结股权

的公司名称

执行法院

执行裁定书

文号

被执行人

冻结

期限

被执行人持有股

权、其它投资权益

的数额

冻结申请人/

债权人

1 上海五天

德化县人民法

院

（2019）闽0526法执

保字第28号之三号

冠福股份 730天 100万元 附注1

2 能特科技

德化县人民法

院

（2019）闽0526民初

3931-2号

冠福股份 731天 200万元

深圳市益安

保理有限公

司

附注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上海五天尚未收到相关法院的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

息，因此，暂无冻结申请人或债权人的信息，也尚未知具体冻结原因。

2、本次新增股权冻结的原因及采取的措施

本次新增股权冻结系因公司控股股东因其控制的企业或关联企业自身资金紧张， 为了经营资金周转

需要， 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且无实质交易背景情况下以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的违规事

项引起的诉讼，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公司持有的子公司股权。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尚需经人民法院或

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公司将积极协调，妥善处理上述股权冻结事宜，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

合法权益，同时，根据事件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情况：

序

号

被冻结

股权的

公司名

称

执行法院

执行裁定书

文号

被执行人

冻结

期限

被执行人持有股

权、其它投资权

益的数额

冻结申请人/

债权人

杭州市上城区人

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法执

字第3965号

冠福股份 730天 17,150万元 赵杭晨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8）沪0115财保法第

885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603万元

上海富汇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8）闽05执保69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700万元 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

分行

（2018）闽05执保68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700万元

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8）苏01法执民初字

第2729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6,000万元

江苏盈时互联

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金融法院

（2018）沪74民初法执字

第1127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5,074.72万元

上海赢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8）闽0526执保法第

128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7.0502万元 附注2

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

（2018）京法执民初字

第24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信达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人

民法院

（2018）浙执法0102民初

字第6956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华夏富通（天

津）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法执0101民初

字第1098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傅祖敏

1

上海

五天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法执0101民初

字第1083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郑征宇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法执0101民初

字第238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肖逸清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法执0101民初

字第2386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单升波

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2019）京02民初法第4

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附注2

上海金融法院

（2019）沪74民初法第

255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

（2019）皖法执民初字

第20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安徽中安商业

保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财保法第

525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附注2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财保法第

70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24.7225万元 附注2

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2019）京03法执保字第

412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7,150万元

嘉茂通商业保

理（深圳）有

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民初法第

15440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000万元

深圳市华达兴

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民初法第

37021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7,150万元

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肇庆分行

德化县人民法院

（2019）闽0526法执保字

第28号之三号

冠福股份 730天 100万元 附注2

2

上海塑

米信息

科技有

限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人

民法院

（2018）浙0103民初法执

字第4478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978万元 马文萍

南京市玄武区人

民法院

（2018）苏0102法执民初

字第8022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645万元

江苏省信用担

保有限责任公

司

天津市和平区人

民法院

（2018）津0101法执保字

189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900万元

东银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

公司

（2018）津0101法执保字

190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910万元

福建省泉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8）闽05执保68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700万元 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

分行

（2018）闽05执保69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700万元

重庆市第五中级

人民法院

（2018）渝05法执保字第

214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重庆海尔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8）沪0115法执民初

字第75828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610万元

上海富汇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冠福股份 1096天 21,954万元

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8）苏01法执民初字

第2729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6,000万元

江苏盈时互联

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0101法执民初

字第1083，1098，2386，

238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郑征宇，傅祖

敏，单升波，肖

逸清

上海金融法院

（2019）沪74民初法字第

255、256、257、258、259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人

民法院

（2018）浙0102法执民初

字第695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华夏富通（天

津）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财保法第

525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附注2

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

（2019）皖法执民初字

第2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安徽中安商业

保理有限责任

公司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9）闽0526法执保字

第1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69.90522万元 附注2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法执财保

字第70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24.7225万元 附注2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9）闽0526法执保字

第16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3.918034万元 周惠丽

广东省深圳前海

合作区人民法院

（2019）粤0391法执保字

第1072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附注2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民初法第

37021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564万元

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肇庆分行

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2019）京03法执保字第

412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564万元

嘉茂通商业保

理（深圳）有

限公司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8）闽0526法执保字

第13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6.6784万元 戈锦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法执民初

字第15440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000万元

深圳市华达兴

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3

能特

科技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8）沪0115财保884

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000万元

上海富汇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2018）沪0115民初

75825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天津市和平区人

民法院

（2018）津0101法执保字

189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900万元

东银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

公司

（2018）津0101法执保字

190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910万元

南京市玄武区人

民法院

（2018）苏0102民初8022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3,645万元

江苏省信用担

保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市第五中级

人民法院

（2018）渝05执保214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重庆海尔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人

民法院

（2018）粤0305民初

15482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473.084836万元

深圳市诚正科

技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上海金融法院 （2018）沪74民初1129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5,206万元

上海赢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8）苏01民初2729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6,000万元

江苏盈时互联

网信息科技公

司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8）闽0526民初4044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40万元

何怡

冠福股份 1096天 440万元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8）闽0526民初4143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55.579万元 戈铁琪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8）闽0526民初4138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529.0712万元 胡雅娜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8）闽0526民初4134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05.6614万元 王旭辉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8）闽0526民初4132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13.5993万元 戈锦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18）闽

民初4045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0万元 张琦琦

福建省泉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8）闽05执保94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300万元

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

分行

广东省深圳前海

合作区人民法院

（2019）粤0391执保1072

号之五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附注2

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2019）京03法执保字第

412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嘉茂通商业保

理（深圳）有

限公司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9）闽0526民初1995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74.253万元 夏凌燕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05财保706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4,449.445万元 附注2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9）闽0526民初1331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59.692539万元 张超燕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9）闽0526民初1333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58.229606万元 周惠丽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财保525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附注2

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

（2019）皖民初21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安徽中安商业

保理有限责任

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人

民法院

（2018）津0101民初9214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380万元

东银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

公司

上海金融法院 （2019）沪74民初255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肇庆分行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0101民初2387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肖逸清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0101民初2386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单升波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01012初1098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傅祖敏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01012初1083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郑征宇

杭州市江干区人

民法院

（2019）浙0104立预58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660万元 附注2

杭州市上城区人

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6957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华夏富通（天

津）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法执民初

字第15440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000万元

深圳市华达兴

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德化县人民法院

（2019）闽0526民初

3931-2号

冠福股份 731天 200万元

深圳市益安保

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8）苏法执01民初字

第2729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6,000万元

江苏盈时互联

网信息科技公

司

天津市和平区人

民法院

（2018）津法执0101执保

字第189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900万元

东银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

公司

（2018）津法执0101执保

字第190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910万元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8）闽法执0526执保

字第132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2.5209万元 附注2

福建省德化县人

民法院

（2018）闽法执0526执保

字第133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4.5938万元 戈锦

杭州市上城区人

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法第

6954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0,000万元

华夏富通（天

津）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财保法第

525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0,000万元 附注2

4

上海天

鼠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

（2019）皖民初法第2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0,000万元

安徽中安商业

保理有限责任

公司

广东省深圳前海

合作区人民法院

（2019）粤0391法执保字

第1072号之四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0,000万元 附注2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15民初法第

37021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0,000万元

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肇庆分行

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2019）京03法执保字第

412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0,000万元

嘉茂通商业保

理（深圳）有

限公司

5

陕西省

安康燊

乾矿业

有限公

司

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8）苏01民初2729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江苏盈时互联

网信息科技公

司

上海金融法院 （2018）沪74民初112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上海赢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0101民初2387

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肖逸清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0101民初2386

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单升波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0101民初1083

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郑征宇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2019）沪0101民初1098

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傅祖敏

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

2019皖民初2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安徽中安商业

保理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2019）京03法执保字第

412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3,000万元

嘉茂通商业保

理（深圳）有

限公司

附注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上海五天、能特科技、上海塑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塑米信息” ）、上海天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鼠” ）、陕西省安康燊乾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燊乾矿业” ）尚未收到相关法院的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因此，暂无冻结申请人或债权

人的信息，也尚未知具体冻结原因。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上述因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及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私募债项目出现到

期未兑付引发的相关诉讼案件，导致公司持有子公司上海五天、能特科技、塑米信息、上海天鼠、燊乾矿业

股权被司法冻结，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

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预计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且公司被冻结的子公司股权暂无被司法拍卖的风险，暂

不会导致公司对上述子公司股权的所有权发生变更。公司在收到法院发来的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后，已积

极与律师等中介机构商讨应诉方案。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

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

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

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已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募

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

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 该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

产品，公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范畴。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ST冠福 公告编号：2019-285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收到（2019）沪01民终11521号案件

《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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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冠福股份” ）之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五天” ）于2019年12月13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签发的

（2019）沪01民终11521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上海一中院就上诉人吴旋玲（原审原告）与被上诉人上海

五天（原审被告）、原审被告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潘进喜、林文智、林文昌、林

福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作出终审判决。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2017年12月20日，同孚实业、潘进喜与自然人吴旋玲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20171220），约定同

孚实业、潘进喜共同向吴旋玲借款8,000,000.00元，期限自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5月19日，月利率3.00%，

每月支付一次。 公司控股股东林文昌隐瞒公司董事会， 擅自以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签署 《担保

书》，约定上海五天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因借款期限届满，同孚实业及共同借款人潘进喜未归

还本金，仅支付了借款期内的利息，且其他担保人林文智、林文昌、林福椿亦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

务，原告吴旋玲向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新区法院” ）提起诉讼，浦东新区法院于2018年9

月10日对该案件立案受理。2018年12月22日，浦东新区法院对该案件公开开庭审理，并于2019年5月20日对

本次诉讼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吴旋玲因不服浦东新区法院作出的（2018）沪0115民初69857号《民事判决

书》，特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上海一中院对该案件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公司

聘请专业律师应诉，并发表答辩意见。

本次诉讼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2019年5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

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收到（2018）沪0115民初69857号案件〈参加诉讼通知书〉及法律文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12）、《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收到（2018）沪0115民初69857

号案件〈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5）。

二、本次诉讼的上诉请求

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依法改判上海五天对同孚实业、潘进喜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认定担保

无效，则请求上海五天向吴旋玲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三、本次诉讼的判决结果

上海一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

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维持浦东新区法院（2018）沪0115民初6985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

2、撤销浦东新区法院（2018）沪0115民初69857号民事判决第五项；

3、被上诉人上海五天对原审被告同孚实业、潘进喜在浦东新区法院（2018）沪0115民初69857号民事判

决第一至三项还款义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4、驳回上诉人吴旋玲一审中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3,115.00元，减半收取计36,557.5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合计41,557.50元，由上诉

人吴旋玲负担595.00元，原审被告同孚实业、潘进喜、林福椿、林文智、林文昌、被上诉人上海五天负担40,

96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115.00元，由上诉人吴旋玲负担36,557.50元，被上诉人上海五天负担36,557.5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

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

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为终审判决结果，并依法生效，公司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在2018年对控股股的违规事项

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公司将根据本次终审判决，在当期冲回多计

提的预计负债/坏帐准备，预计增加公司459.44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终审判决后冲回前期多计提的预计负债/坏帐准备，对当

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坏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性利润，不可持续，且不会增加

公司的现金流。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

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

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

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公司

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募

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

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

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并与部份债权人及其

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期的债券产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启动

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目前公司已对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结。鉴于公

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七、备查文件

1、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69857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11521号案件《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ST冠福 公告编号：2019-286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2018）苏01民初2729号案件

《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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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冠福股份” ）于2019年12月13日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 ）签发的（2018）苏01民初2729号案件的《民事裁定书》。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2018年，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因融资需求与江苏省政府金融办批复成立

的无锡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金交所” ）签订“定向融资工具备案登记及服务协

议” 等，并进行备案登记，无锡金交所出具了60份《备案通知书》。同孚实业与江苏盈时互联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时科技” ）协商确定通过盈时科技运营的“金票理财” 平台定向融资，2018年3月29

日双方签订《平台合作协议》及《平台合作补充协议》。此后，盈时科技平台注册用户与同孚实业形成电子

认购协议，认购资金通过开通的电子账户划转至指定的存管银行账户内。同孚实业为此共募得资金本金5,

610.40万元，承诺到期支付本息共计6,000.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隐瞒公

司董事会、在无真实交易背景情况下，擅自以公司名义开具60张票面总金额为6,00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

票，同孚实业与盈时科技签署《商业承兑汇票质押合同》，将上述60张商业承兑汇票作为同孚实业融资本

金和利息的担保， 并将该票据交由盈时科技持有。2018年9月19日， 同孚实业向盈时科技发布 《致歉承诺

书》，对上述债权予以确认，并表明可能到期不能按时履行债务。盈时科技向承兑人冠福股份提示付款遭

拒，遂向南京中院提起诉讼，南京中院于2018年10月22日对该案件立案受理后组成合议庭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于2019年7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公司聘请专业律师积极应诉。

本次诉讼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收到（2018）

苏01民初2729号案件法律文书的》（公告编号：2018-185）。

二、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承担违约责任、立即履行双方合作协议所规定的还款义务及承担逾期罚息。

2、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履行担保义务、在6,000.00万元的额度内支付应付款项，并以年化率24.00%支付

2018年10月2日至实际还款期的滞纳金，承担原告为实现质权所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

3、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

三、本次诉讼的裁定结果

南京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盈时科技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待本裁定书生效后，由本院退还盈时科技。保全费5,000.00元，由盈时科技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保

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 在2018年已对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

业承兑汇票、 对外担保、 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

债。对于本次南京中院驳回原告盈时科技起诉的裁定，公司将在该裁定依法生效后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

计负债/坏帐准备，预计增加公司6,359.01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公司将在该裁定依法生效后冲回前期多计提的预计负债/

坏帐准备，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坏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性利润，不可持

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

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

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

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公司

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募

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

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

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并与部份债权人及其

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期的债券产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启动

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目前公司已对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结。鉴于公

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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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2729号案件《民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ST冠福 公告编号：2019-287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2019）浙0103民初965号案件

《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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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冠福股份” ）于2019年12月13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下城区法院” ）签发的（2019）浙0103民初965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南山区法院就原告安

吉鼎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吉鼎业” ）诉被告上海弈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弈

辛实业” ）、冠福股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作出一审判决。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2017年8月8日，被告弈辛实业向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金交中心” ）

申请挂牌上市公司票据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公司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隐瞒公司董

事会、在无真实交易背景情况下，擅自以公司名义开具票面总金额为5,000,000.00元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弈辛实业以上述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为基础资产在温州金交中心平台上向32位投资人销售，认购金额合计5,

000,000.00元，产品到期日为2018年8月27日。产品到期后因冠福股份未及时兑付该商业承兑汇票，导致被告

弈辛实业未能按约定向投资人兑付本金。2018年8月29日， 安吉鼎业与上述32位投资人签署 《债权转让协

议》，32位投资人将其各自所认购持有的第GFGF-GZSY-A4期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下的所有债权 （包括

但不限于产品收益权等权益）及该等债权项下的所有从权利及/或权益转让给安吉鼎业，安吉鼎业于2018

年8月31日支付了全部转让款。 弈辛实业分别于2018年8月31日、2018年12月27日向安吉鼎业出具 《承诺

函》、《协议书》确认上述债权和债权转让情况及后续处理方案。此后因弈辛实业、冠福股份未按《承诺

函》、《协议书》兑付款项，遂向下城区法院提起诉讼，下城区法院于2019年2月1日对该案件立案受理后组

成合议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公司聘请专业律师积极应诉。

公司在收到上述案件的《传票》及其他法律文书时，已及时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3月13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收到（2019）浙0103民初965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73）。

二、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弈辛实业、冠福股份共同偿还原告本金5,000,000元；

2、 请求判令冠福股份以本金5,000,000元为基础按24%/年从2018年8月28日计算违约金至款项实际付

清之日（暂计至起诉日为512,877元），弈辛实业在以本金5,000,000元为基础按7.2%/年从2018年8月28日计

算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范围内承担共同支付责任（暂计至起诉日为154,849元）；

3、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120,000元；

以上共计5,787,726元

4、请求判令本案诉讼相关费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

三、本次诉讼的判决结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判决如下：

1、被告弈辛实业、冠福股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原告安吉鼎业本金5,000,000.00元；

2、被告冠福股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安吉鼎业违约金及逾期利息510,000.00元（以

本金5,0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00%，从2018年8月28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1月28日，此后按年利率

24.00%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

3、被告弈辛实业对被告冠福股份履行第二项义务在153,000.00元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以本金5,

0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20%，从2018年8月28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1月28日，此后按年利率7.20%计

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

4、被告弈辛实业、冠福股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安吉鼎业律师费120,000.00元；

5、驳回原告安吉鼎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314.00元，由被告弈辛实业、冠福股份负担。

原告安吉鼎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弈辛实业、冠福股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福建同孚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

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 在2018年已对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

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当前

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对于本次下城区法院的判决，公司将认真研究后作出下一步应对措

施。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

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

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

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公司

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募

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

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

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并与部份债权人及其

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期的债券产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启动

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目前公司已对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结。鉴于公

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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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965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决书》及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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