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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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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战略合作不存在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但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可能

存在因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导致协议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

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暂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

影响。从长期看，该合作协议的签署会给公司带来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和全体股东利益。

3、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签订合作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20年7月29日，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乐益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与北京北视

英特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决

定在“青少年人工智能素质培养知识付费类” 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北视英特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星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昌运宫7号楼 1幢二层212室

经营范围：文艺创作；婚庆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培训；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教育咨询；会议服

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交流活动；翻译服务；企业策划；销售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不含汽车租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第一类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年05月12日）；制作、发行动画片、电视综艺、专题片；有线电视站、共用天线

设计、安装；演出经纪。（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演出经纪以

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北京北视英特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台属国有企业， 依托

BTV全媒体平台，负责项目的全媒体综合运营服务工作。 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台

属一级企业，北京北视英特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集市场开发、新媒体平台运营、

影视艺术策划、影视艺术设计、影视节目制作、媒体资源管理、教育培训等业务于

一体的多元化经营企业。

北京北视英特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北京乐益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北视英特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合作：

1、甲、乙双方借助各类短视频媒体平台（例如但不限于抖音、快手、微视频

等），做青少年科技素质培养、人工智能类PGC（专业内容生产），增加用户数量

并进行合理转化。

2、双方通过互联网模式、移动互联网领域获取商业合作机遇，实现稳定增效。

3、双方结合专业自主内容（PGC）产出的内容，开展线下科技类创新活动、冬

夏令营活动，稳定用户群，引导更多线上用户。

4、青少年“劳动教育” 是长期国策，在该领域甲方愿与乙方进行深度合作，共

同研发、市场推广、分类项目执行。

5、乙方协调北京广播电视台相关“人工智能类、知识类、科普类” 节目及台属

网络宣传合作。

6、甲、乙双方共同运营合作青少年人工智能产品电商平台。

（三）协议效力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有效期为3年。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有利于公司获得青少年人工智能素质教育业务相关的媒体资

源支持。 同时借助各类短视频媒体平台，生产和传播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技教育的

专业内容。 通过互联网模式，获取新的商业机遇。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暂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

响。从长期看，该合作协议的签署会给公司带来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

全体股东利益。

五、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战略合作不存在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但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可能

存在因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导致协议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

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战略性协议进展情况：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关于公司子公司签署〈股权投资框架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2020年2月8日

公司拟对北京未科进行股权投资。签署协议后相关事项

正常推进。

《关于公司子公司签署〈股份购买协议〉暨投

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

2020年5月6日

公司以自有资金 2,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的美元完成购

买CoolCode�Technology�(Cayman)Limited�18%的股权。 本

次投资和预期不存在重大差异。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9）

2020年7月9日

公司拟与深圳市大疆百旺科技有限公司在教学硬件采

购与销售、课程产品开发和落地、赛事授权与运营、俱乐

部授权与运营、游学及研学营地运营等方面展开合作。

六、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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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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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林证

券” ）出具的《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黄萌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IPO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经华林证券研究决定，授权许鹏程先生（简历附后）接替黄萌先生担任公司

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为蔡晓涛先生和许鹏程先生，持续督导期截止至2022年12月31日。

公司董事会对黄萌先生的保荐工作和持续督导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附件：许鹏程先生简历

许鹏程先生，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业务总监，保荐代

表人，律师。曾主持或参与了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项目、苏州瑞玛

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以及北京金

证互通资本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新三板挂牌项目，具有较为丰富

的投资银行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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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089� � � �债券简称：麦米转债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麦米转债” 赎回实施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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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麦米转债” 赎回登记日：2020年9月1日

2、“麦米转债” 赎回日：2020年9月2日

3、“麦米转债” 赎回价格：100.28元/张 （含当期应计利息， 当期年利率为

0.4%，且当期利息含税）。

4、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0年9月7日

5、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0年9月9日

6、“麦米转债” 停止交易日：2020年8月19日

7、“麦米转债” 停止转股日：2020年9月2日

8、截至2020年9月1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麦米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

回完成后，“麦米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9、“麦米转债” 持有人持有的“麦米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

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风险提示： 截至2020年7月29日收市后，“麦米转债” 收盘价为151.500元/

张。 根据赎回安排，截至2020年9月1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麦米转债” 将按

照100.28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 因目前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

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特提醒“麦米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深圳麦

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2280号） 核准，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

司” ）于2019年12月26日公开发行了65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65,500万元，期限6年（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38号” 文同意，

公司65,5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月21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

称“麦米转债” ，债券代码“128089” 。

根据有关规定和《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麦米

转债” 自2020年7月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20.31元/股。 公司于

2020年6月23日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

的相关条款，“麦米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20.1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6月23日起生效。

一、赎回情形概述

1、触发赎回情形

公司A股股票（股票简称：麦格米特；股票代码：002851）自2020年7月6日至

2020年7月24日连续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麦米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

（20.15元/股）的130%（26.20元/股），已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

回条款。

2020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麦米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麦米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以本次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收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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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米转债” 进行全

部赎回。

2、赎回条款

《募集说明书》对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

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

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含息税）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麦米转债” 赎回价格

为100.28元/张。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计息天数：从计息起始

日（2019年12月26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0年9月2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为251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IA=B×i×t/365=100×0.4%×251/365=0.28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28元/张

对于持有“麦米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

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为100.22元；对于持有“麦米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每张赎

回价格为100.28元；对于持有“麦米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每张赎回价格为100.28元，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对象

赎回登记日（2020年9月1日）收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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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麦米转债” 持有人。

3、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即2020年7月27日至7

月31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三次赎回实施公告，通

告“麦米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自2020年8月19日起，“麦米转债” 停止交易；自2020年9月2日起，“麦

米转债” 停止转股。

（3）2020年9月2日为“麦米转债”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

（赎回日前一交易日：9月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麦米转债” 。本次有条件赎回

完成后，“麦米转债” 将在深交所摘牌。

（4）2020年9月7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

（5）2020年9月9日为赎回款到达“麦米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麦

米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麦米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

户。

（6）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755-86600637

传真：0755-86600999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麦米转债” 赎回公告刊登日至2020年8月18日，在深交所交易日的交易

时间内，“麦米转债” 可正常交易；

2、“麦米转债” 赎回公告刊登日至 2020年9月1日，在深交所的交易时间内，

“麦米转债” 可正常转股；

3、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

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余

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5、《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行使 “麦

米转债” 提前赎回权利的核查意见》；

6、《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57�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2020-045号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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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泓杉” ）持有大湖水殖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湖股份” ）104,631,211股，截至2020年7月29

日，西藏泓杉质押股份共计 102,712,216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达

到98.17%，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020年7月29日，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泓杉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的通知， 获悉西藏泓杉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股票质

押，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的基本情况

单位：股

控股股东名称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西藏泓杉 42,160,000 否 否

2020年7

月27日

2021年7月

26日

常德财鑫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40.29% 8.76%

自身生产

经营

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泓杉共计持有本公司 104,631,211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21.74%，已累计质押股份102,712,216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98.17%，占

本公司总股份21.34%。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西藏泓杉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拉萨市金珠西路158号阳光新城B1-1-501号

法定代表人 罗祖亮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能源环保、智能系统、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投资及管理；智

能系统设备、机电设备的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

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

主营业务 股权投资

（2）西藏泓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19年12月31日/2019

年度（经审计数据）

269,932 123,855 58,578 86,169 146,076 136,080 1,294 16,874

2020年3月31日（未经

审计数据）

269,513 120,895 54,378 83,735 148,618 18,648 22 3350

（3）截止2020年03月31日，西藏泓杉偿债能力指标如下（未经审计数据）：

资产负债

率

流动比

率

速动比

率

现金/流动负

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

信额度

重大或有负债

（万元）

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其

对应金额（万元）

对外担保

（万元）

44% 199% 50% 4% 各银行，3.5亿元 无 无 17,800

（4）西藏泓杉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38,052,216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比例36.3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91%，该笔即将到期的质押股份对应融资

余额为人民币1.1亿元。 目前公司已准备好资金于2020年8月4日偿还该笔贷款，

届时可解除质押股票38,052,216股。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泓杉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6）西藏泓杉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

购销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

或控制权稳定、三会运作、日常管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7）西藏泓杉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因债务问

题所引起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不存在偿债风险。

（8）西藏泓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公司不存在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

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西藏泓杉本次股票质押主要用于自身生产经营，西藏泓杉资信状况良好，具

备相应的偿付能力，本次质押交易相关风险可控，其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变更。若后续出现上述风险，西藏泓杉将采取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

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西藏泓杉股份质押情况， 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书面通知。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56� � �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0-109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 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人民

币687,188,381.26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0.36%。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诉讼、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9月10日、2019年9月16日、2019年10月

16日、2020年1月10日、2020年2月20日、2020年3月24日、2020年6月24日、2020年7

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1）、《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暨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9）、《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关

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

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

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93）、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0-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前期已披露的未决诉

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起诉方/仲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永飞、严炎象、翁华

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

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有限

公司、翁雅云

（2019）粤0104民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纠纷 84,790,567.00

一审审理

中

2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9)粤0112民初

11736号；（2020）粤

01民终12614号

票据追索权纠

纷

10,125,000.00

一审胜诉，

二审尚未

开庭。

3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9)粤0112民初

11738号；（2020）粤

01民终12615号

票据追索权纠

纷

10,125,000.00

一审胜诉，

二审尚未

开庭。

4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林永飞

(2019)粤01民初1423

号

民间借贷纠纷 122,500,000.00 一审判决

5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案字第

15779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仲裁审理

中

6 林峰国

张勤勇、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案字第

15778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仲裁审理

中

7 林峰国

赖小妍、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案字第

15777号

股权转让纠纷 4,820,416.00

仲裁审理

中

8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连卡福名品管理有

限公司、翁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2019）粤01民初

1246号

违规担保 100,641,666.67

一审审理

中

9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银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9)粤0112民初

12295号

投资纠纷 33,000,000.00 一审判决

10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焱服装有限公司、田文

明

(2020)粤0112民初

2099号

买卖合同纠纷 65,976,299.99

一审审理

中

11

卡奴迪路国际有限

公司

亚平宁控股有限公司、胡志强、

纪冠华、胡志方、王刘玺

HKIAC/A19205 购销合同纠纷 20,659,412.14

仲裁审理

中

12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月坛现代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

（2019）津0112民初

2508号

联营合同纠纷 1,728,696.17

申请强制

执行中

13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赛高购物有限公

司

（2019)陕0112民初

17937号

联营合同纠纷 1,078,457.12

已调解，未

履约

14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

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购物有限公司

（2019)陕0113民初

19121号

联营合同纠纷 2,935,164.05

已调解，未

履约

15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珠江时代广场购

物有限公司

（2020)陕0103民初

1648号

联营合同纠纷 1,748,631.39

已调解，未

履约

16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

（香港）有限公司、

LEVITAS�S.P.A.

Zeis�EXCELSA�in�concordato�

preventivo

24911/GR 合同纠纷 23,934,128.91

仲裁审理

中

1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市睿杰名店管理有限

公司、李丰谷

（2020）粤0112民初

3232号

合同纠纷 11,622,469.00

一审审理

中

18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市睿杰名店管理有限

公司、李丰谷

（2020）粤0112民初

3234号

买卖合同纠纷 10,734,298.00

一审审理

中

19

卡奴迪路国际有限

公司

尊享汇（北京）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尊享汇（亚洲）集团有限

公司、金聪、张巧

（2020）深国仲涉外

受143号

买卖合同纠纷 7,986,879.95

和解谈判

中

20

卡奴迪路国际有限

公司

尊享汇（北京）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尊享汇（亚洲）集团有限

公司、金聪、张巧

（2020）深国仲涉外

受937号

买卖合同纠纷 9,675,684.65

和解谈判

中

21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粤0112民初

4647号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

3,134,526.05

一审审理

中

22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

（2020）粤0112民初

6432号

建设工程施工

纠纷案

11,279,779.05

一审尚未

开庭

23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

公司

（2020）黑0102民初

2338号

联营合同纠纷 282,526.33

一审尚未

开庭

2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

司、长春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

限公司

（2020）辽0103民初

7658号

联营合同纠纷 2,821,903.7

一审尚未

开庭

25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

司

- 联营合同纠纷 2,342,681.77

一审尚未

开庭

26 李忠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林峰国

（2020）粤0112民初

5017号

借款合同纠纷 1,016,670.00

一审尚未

开庭

2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2020）粤0104民初

20284号

诉中财产保全

损害责任纠纷

11,732,519.33

一审尚未

开庭

28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2020）粤0112民初

5725号

诉中财产保全

损害责任纠纷

39,037,262.25

一审尚未

开庭

29

曹晓锐、仵延君、苏

劲男

林永飞、美年电子商贸（广州）

有限公司

（2020）粤0104民初

3527号

股权转让纠纷 815,776.86

一审审理

中

30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河支

行

（2020）粤0106民初

21178号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3,160,000.00

一审尚未

开庭

合计 627,881,640.38

注：①案号HKIAC/A19205的涉案金额为2,669,027.14欧元，按1:7.7的汇率

折算为人民币20,551,508.98元； ②案号24911/GR的涉案金额为3,108,328.43欧

元，按1:7.7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23,934,128.91元；

③案号 （2020） 深国仲涉外受143号的涉案金额为1,020,102.5欧元及18,

870.1美元， 欧元按照按1:7.7的汇率、 美元按照1:7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7,986,

879.95元；④序号（20）案件的涉案金额为1,188,952.14欧元和74,393.31美元，欧

元按照按1:7.7的汇率、美元按照1:7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9,675,684.65元。

二、新增诉讼事项

截至本披露日,公司增加诉讼事项涉案金额合计59,306,740.88元，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起诉方/仲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周志聪

黄金才、梁钟文、薛凯、林永飞、摩

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粤0305民初

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612.88 尚未开庭

2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

州市睿杰名店管理有限公司、李

丰谷

（2020）粤0112民初

9156号

买卖合同纠

纷

19,786,128.00 尚未开庭

注：起诉方周志聪提起的案号（2020）粤0305民初15622号合同纠纷案与案

号（2020）粤0391民初1157号为同一涉案事项，其中案号（2020）粤0391民初

1157号已于2020年3月17日被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 周志

聪放弃上诉。

（一）公司新增周志聪诉黄金才、梁钟文、薛凯、林永飞、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涉案金额39,520,612.88元，周志聪就其与深圳

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基金” ）的合同纠纷，向幸

福基金股东黄金才、梁钟文、薛凯另案起诉，诉讼请求：

1、判令黄金才和梁钟文向周志聪归还幸福基金所欠本金人民币36,424,528

元及利息2,476,867.90元（暂计至2020年3月9日）；

2、 判令薛凯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幸福基金所欠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

3、判令林永飞和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黄金才、梁钟文所欠

周志聪的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 还要额外向原告支付年利息2%的利息

（暂计至2020年3月9日为619,216.98元）；

4、本案诉讼费用由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上述担保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也未履行公司用章审批

程序，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时任法定代表人林永飞在未经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的情况下，越权以公司名义签署合同的个人越权代理

行为。

上述担保事项未履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审议或信息披露

程序，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公司将督促相关方尽快清偿债务，积

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上市公司权益，力争妥善处理并尽快解决上述事项，保护

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将委托律师处理本次因担保行为而产生的诉讼事宜，积极

运用法律手段依法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二） 公司新增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诉

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睿杰名店管理有限公司、李丰谷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涉案金额19,786,128.00元，诉讼请求：

1、判令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欠款本金19,771,628

元， 并支付2020年5月未付进度款500,000元的逾期违约金 （违约金以日利率

0.1%为计算标准，自2020年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暂计至2020年6月30

日为14,500元）。 以上款项共计19,786,128元。

2、判令广州市睿杰名店管理有限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向广州卡奴迪路

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李丰谷对第一项诉讼请求向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睿杰名店管理有限公司、李丰

谷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三、新增判决事项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 ）送

达的案号为“（2019）粤01民初1423号”《民事判决书》，具体情况如下：

周志聪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广州中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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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林永飞向原告周志聪偿

还借款本金1亿元及利息（以１亿为本金，按年利率15%，自2018年4月26日起计

至清偿之日止）；

（二） 被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林永飞不能清偿本判决第

一项所判决债务的二分之一向原告周志聪承担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周志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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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300元，由被告林永飞负担，被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302,150元的范围内与被告林永飞共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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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于或有事项确认预计负债的相关规定， 公司依据当

时的司法环境和相关判例，已在当时知悉本案后，截至2019年12月31日，对本案

涉诉本息11,074.16万元确认预计负债并披露。 对于本次法院的判决，公司正在

组织专业律师团队对本案进行细致分析， 研判是否在上诉期限内向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本案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将以年审会计师根据有关规定

确认的数据为准。

四、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2020年7月27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账户号码 类型 影响金额

1 中国工商银行xxx支行 3602********* 一般户 14,131,517.83

2 中国工商银行xxx支行 3602********* 一般户 80,265,913.89

3 浦发银行xxx支行 8207********* 一般户 58,461.12

合计金额 94,455,892.84

（二）不动产查封情况

序号 标的类别 主体名称 保全期限

1 不动产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38号***房 2022年12月9日止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及仲裁案件尚未结案或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及仲裁事项

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

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

益，并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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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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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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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季度装修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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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6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装修装饰业务》等相关规定，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第二季度装修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业务类型 报告期新签订单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

单金额

截止至报告期末已中标尚未签约订

单金额

公共装修 - 4,098.49 -

住宅装修 2,682.08 11,829.06 2,427.18

商业装修 - 1,668.17 -

合计 2,682.08 17,595.72 2,427.18

注：

1、2020年第二季度公司不存在重大项目（重大项目是指项目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10%以上的项目）。

2、以上装修装饰业务数据仅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7月3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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