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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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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海

尔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人Haier�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以下简称“HIC” ）计划自2019年9

月26日起的6个月内、在相关法规允许的时间范围内，通过大宗交易与法兰克福交易所市场交

易相结合的方式增持公司D股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600万元欧元，且不超过公司当时已

发行总股本的2%（以下简称“增持计划” ）。

●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HIC于2019年9月26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D股股份

57,142,857股，占公司当时已发行总股本的0.90%（以下简称“首次增持” ）。受公司私有化海尔

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以下简称“私有化项目” ）的影响，HIC于2020年3月13日发布公告，

将增持计划的实施期延迟至私有化项目完成或终止之后继续实施。 随着私有化项目于2020年

12月26日完成，增持计划实施期延迟的情形已消除，HIC于2021年1月4日发布公告继续履行增

持计划，且累计增持上限更新为不超过公司当时已发行总股本的2%（含首次增持的股份），除

此之外，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2021年1月28日，公司接到HIC的通知，其已累计增持公司D股

股份58,135,194股，占公司截至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644%，增持均价为1.135欧元/股，增持金

额6,600万欧元；海尔集团公司及其包括HIC在内的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73,254,342

股，占公司截至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35.1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及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主体：海尔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人HIC。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HIC未持有公司的任何股权。

（三）增持计划情况：2019年9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

司境外股份的公告》， 基于对公司业务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D股投资价值的合理判断，HIC于

2019年9月26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D股股份57,142,857股，占公司当时已发行总股本

的0.90%，并计划自2019年9月26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在相关法规允许的时间范围内，通过大宗

交易与法兰克福交易所市场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增持公司D股股份， 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600

万元欧元（含首次增持），且不超过公司当时已发行总股本的2%（含首次增持的股份）。增持股

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自筹资金。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HIC将根据公司D股股票价格波动情况

及资本市场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受公司私有化项目的影响，HIC于2020年3月13日向公司

发出《关于延迟增持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境外股份计划的通知》，将增持计划的实施期延迟

至私有化项目完成或终止之后继续实施。除此之外，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根据公司于2020

年12月26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等相

关公告，私有化项目已于2020年12月26日完成，增持计划实施期延迟的情形已消除。HIC于2021

年1月4日披露《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境外股份计划

继续履行的公告》，继续履行增持计划，且累计增持上限更新为不超过公司截至2021年1月4日

已发行总股本的2%（含首次增持的股份），除此之外，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根据HIC的通知，考虑到D股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趋势，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增持实施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股）

增持均价（欧元

/

股）

增持金额（欧元）

增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HIC

大宗交易

58,135,194 1.135 6,600

万

0.644%

三、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增持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尔智家股份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 “《核查意

见》” ），认为：HIC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可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情形；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海尔智家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本次增

持披露实施结果公告。

四、其他事项

（一）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披露了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HIC的增持计划及进展

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68、 临2020-007、临2020-082）。

（二）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德国证券交易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持续关注

HIC所持公司股份的变化等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增持主体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85� � � � �证券简称：居然之家 公告编号：临 2021-003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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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135,000.00

万元–

150,000.00

万元

盈利：

315,490.42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57.21%-52.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

130,000.00

万元–

145,000.00

万元

盈利：

211,717.48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38.60%-31.5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22

元

/

股–

0.25

元

/

股 盈利：

0.54

元

/

股

注：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408号）核准，公司2020年向特定发行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9,206,798

股。 上述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12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6,019,

830,101股增加至6,529,036,899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

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

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1、受新冠疫情严重影响。2020年突如其来新冠疫情，对公司经营产生严重影响。公司各门

店曾不同程度地暂停营业，新开门店和连锁发展受阻延后放缓，疫情防控条件下营销难度加

大，服务成本上升，对商户减免租金、物管费和市场促销费等，都直接影响公司2020年经营业

绩。经初步估算，新冠疫情累计影响公司营业收入约21-23亿元，影响净利润约13-14.5亿元。

2、投资收益减少。2019年，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躺平设计家（北京）科技有限公司60%股

权形成7.74亿元投资收益，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本期无发生。

3、商誉变动。2019年，公司向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居然之家家

居新零售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连锁” ）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家居连锁100%

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形成3.30亿元负商誉计入营业外收入，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本期无发

生。

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下滑，但是，公司作出艰苦努力，在逆境中

奋力拼搏，在转型创新中前进。一是公司经营从二季度开始逐步恢复，到本业绩预告公告日基

本全面恢复，经营稳健向好。公司2020年全年新开家居卖场35家，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

共经营382个家居卖场，其中直营店90家，加盟店292家；二是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六稳”“六保”政策，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减免租金等费用，推动数字化精准营销服务，帮助

商户共度难关，留住了商户，稳定了市场；三是全面推进数字化，开辟六个新赛道，为转型升级

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公司同城站覆盖城市从2019年的5城扩大至130城，上线商品数量从1.2

万件增至119万件。

四、业绩承诺风险

公司于2019年12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家居连锁100%股权交易。 根据公司与汪林

朋、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然控股” ）和霍尔果斯慧鑫达建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慧鑫达建材” ）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汪林朋、居然

控股和慧鑫达建材承诺家居连锁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承诺分别不低于206,027.00万元、241,602.00万元、271,940.00万

元。

2019年家居连锁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11,737.52

万元，高于承诺净利润，承诺净利润实现率为102.77%。

2020年受新冠疫情不可抗力原因影响，家居、百货业态均受到较大冲击，家居连锁业绩亦

有所下滑，初步估算家居连锁无法完成2020年度业绩预测。公司将按照《证监会有关部门负

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精神和《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会同业绩承诺方对公司受疫情影响情况做出充分评估，在2020

年业绩数据审计确定后，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必要程序，确定具体的业绩承诺调整方案。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根据截至目前公司经营业绩的初步估算，公司2020年度具体财

务数据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32� � �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21-001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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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一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24,000

万元至

29,000

万元

盈利：

6,644.91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61.18%

至

336.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

25,000

万元至

30,000

万元 亏损：

24,171.1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盈利：

0.5545

元至

0.6700

元 盈利：

0.15

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系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公司已就业绩预告相关的

重大事项与年报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

疫情期间，公司快速响应国内公共卫生防疫需求，提前恢复生产，积极扩大产能，并在国内

疫情缓解后，于2020年3月中旬开始向国外出口额温计等防疫产品。公司全员以战时状态应对

疫情，在短时间内解决技术、供应、生产、国际认证、销售、物流等问题，全力支持全球防疫。在欧

美地区，公司充分发挥境外子公司在亚马逊等线上销售平台和线下渠道的优势，大幅提升了销

量，扩大了品牌知名度并获得消费者的口碑认可。此外，公司在2019年启动的围绕核心战略的

结构调整优化产生正面成效，产品毛利率有所提高。

其他对业绩影响的重要因素：

公司自2019年更加明确了核心战略，即糖尿病诊疗照护“O+O” 新模式在全球推广和在

新零售平台推出爆款产品，集中精力和资源推动核心战略的发展，对于非核心战略相关业务则

持续做减法。为了客观准确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结合业务战略规划，并基于谨慎性原则，

逐一排查风险点，公司严格遵守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年末对资产项目进行全面

减值测试。具体情况如下：

（一）由于受到欧美疫情影响，法国eDevice公司现有业务主要客户是美国企业，2020年订

单金额有所减少，同时其2020年计划开展的多个新业务均较预期大幅放缓，且鉴于欧美疫情仍

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经公司财务部初步估计，预计商誉减值的金额约为12,000万元。另外，2020

年第四季度其他资产损失金额预计约1,500万元；

（二）欧洲子公司在法国开设的小米授权店受疫情影响经营环境恶劣，且未来欧美疫情存

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公司决定退出上述亏损状态店面的经营，有利于减少其对公司未来业绩及

长期发展的影响，有助于公司聚焦主业，上述小米店转让支出及相关损失在2020年第四季度预

计发生金额约为2,00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尚需审计、评估机构进一步确认，具体财

务数据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82� � � � �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2021-006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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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且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重

大资产重组，因此同时列示重组前、后的上年同期数据。

1、上年同期数按重组前列示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重组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209,000

万元至

218,000

万元 盈利：

19,262.2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985.02%

至

1031.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

11,000

万元至

16,000

万元 盈利：

3,889.55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382.81%

至

511.36%

营业收入

298,000

万元至

301,000

万元

596,116.85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298,000

万元至

301,000

万元

595,883.9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4.16

元

/

股至

4.34

元

/

股 盈利：

0.38

元

/

股

2、上年同期数按重组后列示（模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重组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209,000

万元至

218,000

万元 盈利：

245,952.61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5.02 %

至

11.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

11,000

万元至

16,000

万元 盈利：

3,728.74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395.01%

至

529.10%

营业收入

298,000

万元至

301,000

万元

307,777.99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298,000

万元至

301,000

万元

307,545.1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4.16

元

/

股至

4.34

元

/

股 盈利：

4.88

元

/

股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向百事飲料（香港）有限公司出售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上年同期（重组后）数据系假设2019年同期已经完成该重大资产出售事项进行的模拟

测算。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但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就业绩预告有关

的重大事项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重组前）大幅增长，主要原因系公

司完成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事项， 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2.28亿元，该事项属于非经常性损益事项。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2020年上半年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复工延迟， 公司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不能正常进行，线下门店暂停营业，线上销售物流受阻。公司采取了一系列

积极的应对措施，下半年加大了品牌宣传等营销投入，努力将疫情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但是

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率还是受到影响， 同时自2020年6月起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不再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导致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重组后）有所下

降，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重组前和重组后均有大幅下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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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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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0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8,160.00万元到-6,800.00万元。

2. 公司预计2020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1,375.00

万元到-9,100.00万元。

3.公司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收入10,202.46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7,278.62万元，其他业

务收入2,923.84万元。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3.3.2条的

规定，如果2020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预计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 公司股票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160.00万元到

-6,800.00万元。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1,375.00万元到-9,100.00万

元。

3.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收入10,202.46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7,278.62万元，其他业务收

入2,923.84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76.17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279.82万元

（二）每股收益：0.3242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20年度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大连地区场馆及哈尔滨地区场馆经历多次疫情，景

区暂停运营长达半年时间，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根据当地政府要求， 大连地区场馆在2020年1月底至5月底期间处于闭馆暂停营业状态，

暂停营业长达128天。2020年6月1日疫情防控形势平稳，大连地区场馆恢复营业，但客流数量

较往年大幅下滑，仅为往年正常水平约20%。2020年7月24日因新一轮疫情影响，大连地区场馆

再次闭馆暂停营业至8月17日恢复营业。 哈尔滨地区场馆根据当地政府要求，2020年1月底闭

馆后，于3月下旬才营业；4月18日再次因疫情闭馆直至7月4日恢复营业。此外，公司经营业绩

受季节影响较为明显，公司全年经营中第三季度的暑期为全年经营旺季，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占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50%以上。而第三季度的7月、8月作为对全年营收影响最重要的暑期旅

游旺季，主要时间段基本处于暂停营业状态，导致公司门票收入大幅下降，下降幅度约为80%。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2020年度累计收到政府财政补助1,286.52万元， 有力支持了公司的抗疫与复工复产

工作。公司2020年度处置长期资产产生归属于母公司收益约1,037万元。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会计处理对公司本次业绩预亏不存在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本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遵循会计准则进行的初步核算预测数据，公司认为不

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但有存在偏差的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年度审计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不排除年审会计师对公司财务处理

存在不同意见，导致公司最终审计数据与本次业绩预告数据存在差异的可能性。

2.�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3.3.2条的规定，如果

2020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

业实质的收入） 低于人民币1亿元， 公司股票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6）。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

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93� � � � � �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21-006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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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在 2020�年年报披露后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收入10,202.46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

入7,278.62万元，其他业务收入2,923.84万元。预计公司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8,160.00万元到-6,800.00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

订）的有关规定，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公司股票在2020年年报披露后可能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

二、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证券代码：600593� � � � � �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21-005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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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

1、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起诉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以下简称“案件一” ）一审受理，尚未开庭；

2、大连冰山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起诉公司、三亚鲸世界海洋馆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以

下简称“案件二” ）一审受理，尚未审结；

3、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以下简称“案件三” ）一审受理，

尚未开庭，存在诉讼保全，冻结银行账户；

4、大连市沙河口区夜色小吃店起诉公司合同纠纷（以下简称“案件四” ）一审受理，尚未

审结。

5、公司控告张林涉嫌职务侵占犯罪（以下简称“案件五” ），公安机关受理，侦查阶段；

6、公司控告公司原董事长王双宏、原总经理肖峰、原副总经理薛景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犯罪（以下简称“案件六” ），公安机关受理，侦查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案件一为原告；案件二、案件三、案件四为被告；案件五、

案件六为控告人。

● 涉案总金额：19,008,603.87元，其中案件一为7,365,328.92元、案件二为513,524.00元、案

件三为11,092,273.97元、案件四为37,477.0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涉及的诉讼尚未开庭

或审理完毕，公司目前无法判断该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认为

依规定有必要披露的民事诉讼案件共4件，总共涉案总金额为19,008,603.87元。刑事诉讼案件2

件。

一、公司涉及民事诉讼案件具体情况

1、案号（2021）皖0207民初427号（案件一）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21年1月8日，公司作为原告，起诉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事宜，收

到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传票》（2021）皖0207民初427号。传票主要内容如下：

案号：（2021）皖0207民初427号

案由：合同纠纷

被传唤事由：开庭审理

应到时间：2021年3月8日10时

应到处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第六法庭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1、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原告：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事实和理由

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9月8日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约定原

告为被告经营的芜湖新华联大白鲸海洋公园提供管理服务，服务期限自开业之日起至2018年

12月31日止，原告从被告营业总收入中提取管理服务费，协议约定服务费应于每年1月上旬经

甲方（即本案被告）书面确认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

协议签订后，原告按协议约定提供了管理服务，但被告迟迟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

被告共欠付原告2017年服务费人民币1,854,999.07元及2018年服务费人民币2,067,730.70元，合

计欠付原告服务费人民币3,922,729.77元。原告曾于2019年10月17日发函催促被告及时履行付

款义务，被告于2020年2月10日回函确认了欠付款项的事实。且根据协议第12.1款约定，被告逾

期付款违约金为按日千分之一，截至原告起诉之日已产生违约金合计人民币3,442,599.15元。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欠付的《委托管理协议》合同款3,922,729.77元及违约金3,442,599.15

元（违约金暂计算至2020年12月15日起诉之时，最终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的保全费用、诉讼费用。

2、案号（2020）琼0271民初12434号（案件二）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20年12月18日，公司作为被告，因大连冰山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起诉公司、三亚鲸世界海

洋馆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事宜，收到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传票》（2020）琼0271民

初12434号。传票主要内容如下：

案号：（2020）琼0271民初12434号

案由：承揽合同纠纷

被传唤事由：开庭审理

应到时间：2021年1月20日9时00分

应到处所：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1、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原告：大连冰山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一：三亚鲸世界海洋馆有限公司

被告二：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事实和理由

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2月12日签订《三亚海洋科技馆鲸世界项目冷库工程合同》,合同约

定由原告承揽三亚海洋科技馆鲸世界冷库工程, 原告负责三亚海洋科技馆鲸世界地下室饵料

库设计、供货与施工,工程总价为502,865.00元,合同约定主要设备货到现场并通过甲方验货合

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20%,工程全部完工后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70%,调试验收30天后7个

工作日内结算完毕,同时乙方提供与合同总价5%同等金额的质量保函,甲方在收到乙方保函后

7个工作日内付清余款,特别约定被告二为被告一的代付款人,代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本合同款

项。

原告承揽的冷库工程已于2019年7月8日验收,工程价款已于2020年7月8日结算完毕,结算

价款为482,895.00元。被告至今尚欠原告工程款482,895.00元。

原告多次要求并派专人前往被告处催付安装款,被告均以各种理由、借口拖延拒付,被告

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不能正常回收合同款项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产与经营, 给原告造成

了较大经济损失,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

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合同款项,还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安装款482,895.00元；

2、判决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其中以338,026.5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9日起计算至付

清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44,868.50元为基数，自2019年

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暂

计算至2020年9月3日，暂计30,629.00元，诉讼标的合计513,524.00元。

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3、案号（2021）辽0202民诉前调153号（案件三）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21年1月15日，公司作为被告，因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事

宜，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1）辽0202民诉前调153号。应诉通

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案号：（2021）辽0202民诉前调153号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0年1月14日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1、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原告：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事实和理由

2020年1月1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财务资助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0.00

万元,借款期限90天,自被告收到原告出借款项之日起起算,借款期内利息按年利率4.35%的标

准计算,借款到期日被告一次性还本付息。原告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

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由被告承担。

2020年1月1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000.00万元借款。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

虽经原告多次催要借款，被告仍未履行还款义务。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00万元以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1月19日起至

2020年4月18日,按照年利率4.35%计算,为107,260.27元;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50%计算,自2020年

4月19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日止,暂计算至2021年1月4日,为463,013.70元)；

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466,000.00元；

3、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诉讼保全保险费56,000.元；

4、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以上诉请金额暂合计为11,092,273.97元。

（四）诉讼进展情况

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原告已提起诉讼保全。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0202民初1005号。

《民事裁定书》（2021）辽0202民初1005号

因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21）辽0202民诉前调153

号。2021年1月28日公司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0202民初

1005号。

案件所处阶段：诉讼保全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保全人

1、《民事裁定书》基本情况

申请人：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申请人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1、冻结被申请

人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招商银行大连和平广场支行账号为

451902071510118、451902071510806、308222027139的账户内资金；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华南广场支行账号为538801000056599的账户内资金；中国工商银行大连星海广场支行营业部

账号为3400202319005113114的账户内资金；中国银行大连西岗支行账号为299960152561的账

户内资金；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账号为500499200011的账户内资金。2、冻结被

申请人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淳安圣亚实业有限公司价值1,100.00万元、

10.37%的股权。

申请人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保全保单保函

作为保全担保。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裁定如下：

一、冻结被申请人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招商银行大连和平广场支行账

号为451902071510118、451902071510806、308222027139的账户内资金；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华南广场支行账号为53880100006599的账户内资金；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星海广场支行营

业部账号为3400202319005113114的账户内资金；中国银行大连西岗支行账号为299960152561

的账户内资金；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账号为50049922001的账户内资金。所有

账户内资金累计冻结额1,100.00万元。期限一年。

二、 冻结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淳安圣亚实业有限公司价值1,100.00万

元、10.37%的股权。期限三年。

若以上第一项措施采取后账户内实际冻结金额达到保全标的额,则第二项措施不再执行。

案件保全费5,000.00元,由申请人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暂付。

本裁定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本

裁定的执行。

2、本次公告的民事裁定书事宜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编

号

户名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

账户类

别

1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大连西岗支行

2999****561 407,724.84

基本户

2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5004****011 110,548.87

一般户

3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大连和平广场支行

118

户

4519****118 211,881.02

一般户

4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大连和平广场支行

806

户

4519****806 6,247.38

一般户

5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

3400****114 10,274.95

一般户

本次被冻结银行账户非公司日常结算账户，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已立即通过合法

途径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上述账户冻结，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披露案件进展情况。

4、案号（2020）辽0204民诉前调8588号（案件四）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20年12月10日，公司作为被告，因大连市沙河口区夜色小吃店起诉公司合同纠纷事宜，

收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传票》（2020）辽0204民诉前调8588号。传票主要内容

如下：

案号：（2020）辽0204民诉前调8588号

案由：合同纠纷

被传唤事由：开庭

应到时间：2020年12月22日10时00分

应到处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5审判庭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1、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原告：大连市沙河口区夜色小吃店

被告：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事实和理由

原告依法经营餐饮行业。因原、被告经营场所邻近,被告工作人员长期到原告处签单消费,

并在原告集中交付消费水单由被告核对消费金额、原告按核对金额向被告提供等额发票后,被

告再为原告不定期结算账款。

自2019年9月15日至2020年9月4日,被告在原告处又签单多笔，共计消费人民币3,747.00元,

其中2019年消费14,635.00元,2020年消费22,842.00元。截至2020年9月16日,原告已将该时间段

内被告工作人员所签署的《夜色烤吧挂账单》等全部水单及增值税发票原件交给被告,被告综

合管理部工作人员收到后为原告出具了《收条》,确认总款项为37,477.00元。

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既不及时安排也未予明确答复何时付款。2020年11月16日,原告发

送《催款函》,要求被告于7日内将欠付餐费汇入原告指定账户中,但原告至今仍未收到被告付

款。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餐饮费人民币37,477.00元；

2、判令被告自2020年11月23日起,以37,477.00元为基数,向原告支付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公司涉及刑事诉讼案件具体情况

1、大公星（经）受案字（2021）9号（案件五）

（一）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作为控告人，控告张林涉嫌职务侵占犯罪，收到大连市公安局星海湾分局刑侦大队

受案回执。

受案回执主要内容如下：

受案登记表文号：大公星（经）受案字（2021）9号

案件名称：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告张林涉嫌职务侵占案

受案时间：2021年1月13日

（二）事实和理由

控告人公司原商业中心负责人张林操控上市公司，长期将控告人公司场馆商业总面积达

1597平方米，共27个商铺，以极不合理低价长期承包给自己的企业沙河口区四海工艺品商行

（以下简称“四海商行” ）。

自2014年起，被控告人张林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与自己的企业四海商行签订的租

赁合同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租金80万元；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租金

75万元；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租金75万元；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租金60

万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租金25万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租金25万

元；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共五年租金119.444万元，其中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

31日租金21.8万元；

根据控告人2020年10月对上述商铺进行的招投标显示，共有四家商户进行投标，各投标

人最终签约总价1800多万，并且部分与控告人营业收入分成比例35%，所以上述商铺的市场合

理租赁价格应该在每年1700万元左右；

根据知情群众举报，张林自2009年入职控告人公司以来，成为控告人公司原总经理肖峰

的密切关系人。张林在外用姜秀华的名义设立四海商行，但姜秀华实际仅是四海商行财务人

员，实际控制人为被控告人张林。

2、大公星（刑）受案字（2021）25号（案件六）

（一）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作为控告人，控告公司原董事长王双宏、原总经理肖峰、原副总经理薛景然涉嫌背信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犯罪，收到大连市公安局星海湾分局刑侦大队受案回执。

受案回执主要内容如下：

受案登记表文号：大公星（刑）受案字（2021）25号

案件名称：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告王双宏、肖峰、薛景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案

受案时间：2021年1月19日

（二）事实与理由

被控告人肖峰、王双宏、薛景然作为上市公司高管，利用职务便利控制上市公司与被控告

人王双宏的儿子王奕盟实际控制的鲸天下商业管理（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鲸天下公

司” ）签订《鲸MALL项目资产收购协议书》，从事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该行为造成上市

公司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301.02万元。

2016年2月26日，控告人与鲸天下公司签订《大连圣亚极地世界闲置区域租赁合同》，约

定控告人将坐落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608-8号建筑面积达8823.1平方米闲置房屋出租给

鲸天下公司使用。2016年7月8日，双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对租金及租赁期限进行了调整。此

后鲸天下公司存在多次拖欠租金的情况，根据控告人财务记录，鲸天下公司拖欠2016年9月25

日前应付租金100万元，拖欠2019年9月25日前应付租金70万元，拖欠2019年12月25日前应付租

金70万元，并拖欠2020年3月25日前应付租金70万元，之后租金均未支付。

2020年5月18日，控告人与鲸天下公司签订《鲸MALL项目资产收购协议书》一份，根据辽

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20年4月20日对该装修资产作出的评估报告， 控告人以1301.02万

元的价格向鲸天下公司收购该司在履行上述租赁合同中完成的装修资产。随后，双方签订债

务抵销协议书，以前述部分收购款抵消了拖欠租金200万元，控告人反欠鲸天下公司1101.02万

元。

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对租赁房屋的装修改造为承租方单方义务，与出租方无关。鲸天下公

司负责租赁房屋的装修改造，并承担装修改造的全部费用，并约定无论合同因任何原因终止

的，出租方无需对承租方的装修拆除等产生损失给予任何补偿。

其次，根据市场定价规则，房屋租金的确定已经充分考虑了装修因素，若改变装修责任整

个租赁合同租金确定的基础就不复存在。

控告人与鲸天下公司通过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反复确认租金，该租金的确定均以承租方

承担装修改造的责任为基础，之后的装修资产收购协议直接改变了这一基础，但是租金却未

做调整，显然属于违反市场规则强加给控告人的不平等责任。

再次，鲸天下公司已经数次违约，控告人完全可以依法依约收回包含装修在内的全部租

赁标的，并追究承租方的违约责任。

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方累计拖欠租金达6个月的，出租方有权收回租赁房屋，并要求承租

方赔偿损失。在装修资产收购协议之前，鲸天下公司数次拖欠租金超过6个月，控告人可以无

偿收回出租房屋，也不需要为了承租方的装修行为支付任何赔偿款，放弃该权利本身就是对

上市公司利益的损害。

综上，没有法定及约定责任的情况下，控告人没有责任也没有必要收购出租房屋的装修

资产，装修在租赁合同终止后无偿归控告人所有，为此支付的任何成本均为控告人的直接损

失。被控告人作为上市公司高管，利用职务便利控制上市公司与鲸天下公司签订《鲸MALL项

目资产收购协议书》，将收购装修资产的义务强加给控告人，造成控告人至少1301.02万元的

直接损失，并在客观上造成了鲸天下公司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无偿使用租赁物的严重后果。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公告披露的诉讼案件尚未开庭或审理完毕，公司目前无法判断

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产生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