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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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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关注函》（苏证监函[2018] 140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根据《关注函》要求，现就相关问题进行书面说明并披露如下： 

 

一、2017 年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庄敏涉嫌以对外投资收购资产、

预付款、违规担保等为由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事项进行了核查，请你公司结合核

查结果，进一步说明公司向庄敏、客户、供应商等相关方追偿被侵占资金或资

产采取的具体措施、进展情况及效果。 

回复：针对庄敏、客户、供应商等相关方追偿被侵占资金或资产一事，公司

依据此前的核查结果，正在采取以下措施积极处置当中： 

1、公司目前正在通过发函催收、与相关方谈判、司法手段及向监管部门报

告等方式，向有关方面追偿公司损失。 

2、公司已通过公告等方式敦促原实际控制人庄敏尽快回到公司，向公司陈

述有关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事项，配合公司核查，并协助追讨相关损失。 

目前，公司向庄敏、客户、供应商等相关方追偿被侵占资金或资产事宜正在

进一步开展当中，尚未有最新进展。公司将继续进行处置，全力追回公司损失。 

 

二、请详细说明目前资产被查封、扣押及冻结情况、债务逾期情况、涉及

诉讼情况以及生产经营情况等。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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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被查封、扣押及冻结情况 

（1）主要资金被冻结情况 

公司目前已开立银行账户21个，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共19个。公司主要下属子

公司保千里电子目前已开立银行账户32个，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共32个。  

截止2017年底，公司账户现金余额约2.39亿元，其中保证金约4000万元，被

冻结金额约1.8亿元，被冻结的金额占公司账户现金余额约75.31%。 

（2）主要资产被冻结查封情况 

①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冻结了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两处房产，总建筑面积

约4800平方米。  

②东方点石投资已申请财产保全，上海第一中院冻结了以下资产：保千里电

子名下民生银行账户、保千里电子发明专利申请权、公司发明专利申请权、公司

持有的打令智能出资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的股权、公司持有的小豆科技出资额

为人民币5000万元的股权、冻结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岁兰千里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出资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的股权。 

③兴业银行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财产保全，深圳中院根据（2017）粤03 财

保 58 号生效民事裁定书，轮候冻结了公司持有的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51%的

股权、深圳市岁兰千里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9.3986%的投资权益

及深圳千里财富投资并购基金企业（有限合伙）19.5804%的投资权益，上述财产

冻结期限为三年；轮候查封了保千里电子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西侧的房产

及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汉京国际大厦16层的房产，上述房产查封期限三年，

自转为正式查封之日起算。 

④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向南京中院申请诉前保全，南京中院冻结了

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打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冻结期限三年。 

⑤招商银行申请诉前保全，深圳中院轮候冻结公司名下的投资于深圳市岁兰

成长智联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26.66%的有限合伙份额；轮候冻结公司名

下的投资于深圳市岁兰千里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19.40%的有限

合伙份额；轮候冻结公司名下的投资于深圳千里财富投资并购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的19.58%的有限合伙份额；轮候冻结公司名下持有的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上述资产冻结期限均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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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务逾期情况 

截止2018年3月2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到期未清偿债务总额约132,879.38

万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0.37%。主要债务逾期明细如下： 

（1）银行贷款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逾期金额（万元） 

1 民生银行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20,000.00 

2 上海银行 9,331.15 

3 汇丰银行 深圳市鹏隆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001.23 

4 江苏银行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5 中国银行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10,000.00 

6 平安银行 28,257.00 

7 兴业银行 30,000.00 

8 招商银行 10,000.00 

合计 118,589.38 

注：上述债务逾期金额为本金，不包含相应逾期利息及罚息金额。 

 

（2）商业承兑汇票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逾期金额（万元） 

1 深圳市嘉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90.00 

2 深圳市金海峡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5,000.00 

合计 7,090.00 

 

（3）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第一次付息日为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未按时支付债券持有人的利息，共计 7200 万元，造成债券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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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及诉讼情况 

序号 当事人名称 案由、标的 案号 备注 

1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原告） 

（被告） 

公司、电子、鹏隆成、

保千里（香港）（被

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

鹏隆成（原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标的：72728456.2 元

及利息 

（2017）粤 03 财保 47 号 

(2017)粤 03 民初 2058 号（本

诉） 

(2017)粤 03 民初 2002 号（反

诉） 

反诉已开庭，本诉未

开庭 

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

（被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标 的 ： 283682086.67

元及利息 

（2017）粤 03 财保 49 号 

（2017）粤 03 民初 2041 号 

管辖权异议上诉，结

果未出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保千里电子、公司

（被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标的：1 亿元及垫付罚

（2017）粤 03 财保 56 号 

(2017)粤 03 民初 2380 号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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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息 

4 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原告） 

徽商银行（第三人） 

公司、保千里电子

（被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标的：108500000 元 

 

（2017）沪 01 民初 1356 号  

未开庭 

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原告） 

保千里电子、公司

（被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标的：2 亿元及利息 

（2017）粤 03 民初 2520 号 

 

未开庭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

人） 

保千里电子、公司

（被申请人）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标的：3 亿元及利息 

(2017)粤 03 财保 58 号 

 

结案 

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

（被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标的：未定 

（2017）粤 03 财保 57 号 

（2017）粤 03 民初 2460 号 

起诉状资料暂未收到 

8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千里电子（被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17)粤 03 民初 2340 号 起诉状资料暂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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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行（原告） 标的：未定  

9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

（被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标的：1 亿元及利息 

（2018）粤 03 民初 34 号 

 

未开庭 

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原

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

（被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标的：1、1 亿元及利息

2、补足承兑汇票保证

金 68162296.58 元 

(2018)粤 03 民初 13 号 未开庭 

11 深圳市嘉实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

（被告） 

票据追索权纠纷 

标的：20975722.49 元

及利息 

(2018)粤 0391 民初 113 号 未开庭 

12 深圳金海峡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

爱尔贝特（被告） 

票据纠纷 

标的：5000 万元及利

(2018)粤 03 民初 156 号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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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13 中小投资者 31 人 （原

告） 

公司（被告）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 

(2017)粤 0306 民初 2033 号 

（2017）苏 01 民初 2001 号 

(2017)粤 0306 民初 2107 号 

（2017）苏 01 民初 2075-2078、

2080-2083 号 

 (2018)粤 03 民初 38、39、42、

43、46、48、49、50、51、52、

53、62、64、65、66、67、69、

70、71、72 号 

1 件已开庭，公司上

诉；11 件一审；19 件

起诉状资料暂未收到 

14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原告） 

公司、保千里电子

（报告） 

借款合同纠纷 

标的：1.55 亿元及利息 

(2017)苏 01 民初 2755 号 转移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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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华融通供应链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原告） 

庄敏、保千里电子、 

公司（被告） 

合同纠纷 

标的：236,993,000 元 

(2017)粤 03 财保 81 号 

（2018）粤 03 民初 301 号 

未开庭 

16 佛山市正鑫隆电器实业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约 2400 万元 

（2017）粤 0306 民初 23687

号 

结案 

17 佛山市联云技术有限公

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584.40921 万元 

（2017）粤 0306 民初 23692

号 

裁决 

18 保千里电子（原告） 深圳市蓝魔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被告） 

技术委托合同纠纷 

标的：242 万元 

（2016）粤 0306 民初 21357

号 

（2017）粤 0306 执 28958 号 

退费已收到 

19 保千里电子（原告） 上海科匠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被告） 

技术委托合同纠纷 

标的：132 万元 

（2017）粤 0305 民初 11843

号 

二审 

20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 保千里电子（被申请合同纠纷 （2017）京仲裁字第 1198 号 已开庭，判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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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申请人） 人） 标的：200 万元（反申

请） 

商事仲裁：向保千里

电子支 1,919,668.29 

元 

21 小豆科技（原告） 上海鹏达计算机系

统开发有限公司（被

告） 

技术合同纠纷 

标的：30 万元（主要诉

求：1、对方退还 30 万

元及利息。2、承担损

失 32.89 万元。） 

（2018）粤 0305 民初 3114 号 未开庭 

22 公司（原告） 郑利梅（被告）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2017）粤 0305 民初 10965

号 

(2017)粤 03 民终 18051 号 

结案 

23 保千里电子（原告） 深圳市华旭昌通讯

技术有限公司（被

技术委托合同纠纷 

债权：5.3 万元 

（2016）粤 03 民破 134 号 等待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 



证券代码：600074        证券简称：ST保千里        公告编号：2018-024 

债券代码：145206        债券简称：16千里 01 

10 

 

告） 

24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有限

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3162704 元及违

约金 

(2017)粤 0306 民初 26420 号 庭审结束 

25 上海富昱特图像技术有

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著作权纠纷 

标的：6 万元 

（2017）粤 0306 民初

26899-26904 号 

已开庭，一审 

26 打令智能（原告） 深圳服世汇科技有

限公司（被告） 

服务合同纠纷 

标的：76260 元及逾期

违约金 

（2017）粤 0305 执 3462 号 

 

退费已收到，结案需

执行 

27 打令智能（原告） 国家行政管理局商

标评审委员会（被

告） 

行政诉讼 （2017）京 73 行初 5768 号 

（2017）京 73 行初 6593 号 

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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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重庆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原告） 

保千里电子、公司

（被告） 

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 

标的：399196 元 

（2018）渝 8601 民初 109 号 未开庭 

29 深圳市鼎力达螺丝五金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224758 元 

（2018）粤 0306 民初 117 号 未开庭 

30 深圳市汇瑞鑫光电有限

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3143745.1 元 

（2018）粤 0306 民初 1127 号

（2018）粤 0306 执保 309 号 

已开庭 

31 深圳市晟达仪器设备有

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2017)粤 0306 财保 615 号

(2017)粤 0306 执保 7501 号 

未收到材料 

32 深圳市瑞鑫工业品有限

公司  （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36101.3 元及违

约金 

(2017)粤 0306 财保 616 号 

(2017)粤 0306 执保 7299 号 

（2018）粤 0306 民初 3163 号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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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惠州市联翔精密部件有

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201965 元及违

约金 

（2018）粤 0306 民初 5438 号 未开庭 

34 深圳市君华宇和工业品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600879.6 元及

违约金 

（2018）粤 0306 民初 3106 号 未开庭 

35 深圳市中冀联合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145000 元及违

约金 

（2018）粤 0306 民初 3023 号 未开庭 

36 东莞市鑫华玻璃工艺制

品有限公司 （原告） 

保千里电子（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1477764.18 元

及违约金 

(2017)粤 0306 财保 542 号

(2017)粤 0306 执保 6991 号 

（2018）粤 0306 民初字 228

号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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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原告） 

庄敏、公司（被告） 损害股东利益纠纷 

标的：2000 万元 

（2018）粤 0305 民初 5805 号 未开庭 

38 公司（原告） 庄敏、陈海昌、庄明、

蒋俊杰（被告） 

股权转让纠纷 

诉求：1、注销 12895.75

万股股票，四被告连

带。2、诉讼费被告承

担。 

(2017)粤 03 民初 2381 号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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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请充分说明当前面临的各项风险、应对措施及进展。 

回复： 

董事会对公司资产和负债进行了梳理，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排查，

认为公司目前面临多重重大风险。 

1、原董事长庄敏存在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风险 

公司发现原董事长庄敏存在涉嫌以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大额预付账款交易、

违规担保等为由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上述行为如若属实，将对公司造成重

大损失。公司已经对由原董事长庄敏主导的上述事项，逐一开展清查工作。       

应对措施及进展：公司发现由庄敏主导的对外投资、大额预付账款交易、

违规担保等事项确实存在诸多疑点，董事会决定公司就庄敏涉嫌侵占公司利益事

宜向证券监管部门及公安机关报案，将相关情况及证据材料移送至证券监管部

门、司法机关进一步核查，并通过司法途径最大限度追回公司损失，维护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继续敦促原实际控制人庄敏尽快回到公司，向公司陈述有关涉嫌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的事项，配合公司核查，并协助追讨相关损失。 

目前，庄敏并未配合公司开展相关工作。 

2、经营性风险 

公司面临流动性风险，公司上下游供应链均受到影响，原材料供给不足、客

户订单不能正常承接。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已被冻结，大量应收账款与预付账款目

前未能收回，资金周转出现困难。由于公司经营状况恶化，订单大幅减少，人员

不断流失，生产经营处在半停顿状况。未来公司可能存在因逐年亏损而资不抵债

或现金流断裂的情形，将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应对措施及进展： 

①公司正在尝试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恢复公司正常生

产和经营秩序。 

②公司正在多方面缩减公司费用，降低运营成本，维持公司持续运作，维持

高管团队及核心员工队伍的稳定。 

③公司正与供应商、客户沟通，提高商业信誉，维护公司经营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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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尚待恢复。 

3、流动性风险 

由于近年来公司在原董事长庄敏主导下对外投资过度，公司出现了资金链紧

张、流动性不足的严峻形势。公司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后，社会舆论较多，公

司声誉和融资形象受损，直接导致公司及下属公司部分资金被银行冻结及要求提

前归还贷款。 

公司目前存在贷款利息及债券利息无法支付、部分银行贷款未能如期偿还或

续贷、到期承兑汇票未能按期兑付等情况，资金压力较大，公司面临资金急剧紧

张的流动性风险。目前公司正在全力筹措偿债资金，如公司无法妥善解决，公司

及下属公司可能面临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增加财务费用，同时进

一步加大公司资金压力。 

公司目前应收账款、预付账款余额较大，公司资金被存货、应收账款和预付

账款大量占用。公司融资手段有限，资金紧张，存在短期偿债风险。 

目前汇丰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及光大银行等金融机构陆续向法院申请

诉前财产保全，冻结公司资产，公司部分主要银行账户已被冻结。公司不排除上

述事项可能会导致其他合作的金融机构、供应商等采取同样的措施，要求公司提

前还款或冻结资产，导致公司主要银行账号全部被冻结，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应对措施及进展： 

①公司继续探讨寻求与核心业务无强关联度对外投资的处置方案，争取回收

现金。 

②公司加强推进与债权人的协商进度、商务谈判确定具体债务金额及清偿方

案。 

③公司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积极回笼资金，争取改善资金困难的局面。 

④处置预付账款，对未实际履行合同的预付账款进行回收，争取提高公司资

金使用效率。 

⑤实施资金预算管理，做好资金使用计划，争取优化配置资金。 

⑥持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建立科学管理机制，争取提高公司资金效益。 

⑦加强公司内部控制，整改内部缺陷，严格实行资金控制制度，防范相关事

件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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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尚未达成确定的融资协议。公司的应收账款与预付账款回收工作截

至目前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4、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①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庄敏已将其持有的公司 25%股份的表决权、

提名权、提案权不可撤销的授予周培钦行使，周培钦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目前庄敏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被执行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该等股份何时

进入诉讼流程及处置流程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庄敏持有的股份最终被司法处置，

公司实际控制权存在再次变动的可能性。 

②由于原实际控制人庄敏长期未能回到公司，且仅与公司董事长鹿鹏先生进

行单线单向联系，而且从未向董事长鹿鹏表达过明确归期，因此公司不排除庄敏

未来可能失联。庄敏先生已经将其持有的 609,471,512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25%）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授予周培钦先生。截止目前，

庄敏及其兄弟庄明合计仍然持有公司股份为 287,893,6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1%）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 

③现任实际控制人周培钦先生虽然提有公司股份总数 25%的表决权、提名

权、提案权，但其从 2017 年 11 月 15 日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以来，尚没有实际

承担实际控制人应有的职责，尚未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也未对公司的战略方向、

经营管理、债务安排、资产处置、人事任免等提出指令或者方案。未来不排除周

培钦先生可能放弃公司股份总数 25%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从而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再次发生转移的可能。 

应对措施及进展：公司目前与现实际控制人周培钦先生保持沟通，并关注公

司股份变化情况。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发生实际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情形。 

5、可能存在公司破产清算被法院受理的风险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未能支付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第一次付息，

7200 万元。同时，公司已出现多项债务违约。公司虽已努力通过多方途径筹集

资金，但仍未能筹措资金支付利息。若债权人或受托管理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公

司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且被法院依法受理，公司将于收到法院受理公

司重整、破产清算申请的裁定文件的当日立即向上交所报告，申请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于次一交易日起停牌一天，并及时披露相关破产受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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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及进展：公司目前正在尝试解决资金问题，着手协调各债务人的关

系，目前尚无最新进展。 

6、诉讼风险 

公司目前涉及诉讼事项较多，详见本公告二、3、涉及诉讼情况。诉讼结果

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出现不利于公司的生效判决，有可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

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及进展：组织公司法务部门应对已发生的诉讼，并聘请了专业法律

顾问协助处理诉讼。 

7、2017 年度业绩大额亏损且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由于公司目前面临流动性、经营性等系列风险，影响公司经营能力，公司披

露的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业绩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虽然公司董事会提出稳

定公司经营的有效措施，切实防范资金链风险，但由于公司基本面没有明显改观，

第四季度的生产经营持续下滑。 

另外，由于公司投资过度，账面商誉值迅速增大，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公

司目前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回收困难，公司亦存在较大资产减值

风险。 

上述原因有可能影响本年度损益，公司本年度业绩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应对措施及进展： 

①公司已聘请评估机构及年度审计机构，目前已经分别进场并开展工作。 

②公司目前正在对对外投资的公司全面进行资产评估，由于评估的标的公司

数量较多，评估工作量巨大，出于谨慎性等因素考虑，评估师还需要一定时间才

能做出初步判断。 

③因公司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可回收情况，及在建工程、存

货的有效价值的确认，其工作量巨大且情况复杂，对于相关减值准备或损失需要

一定时间开展工作后，方能做出合理预判。 

目前上述工作证再进一步开展当中。 

8、公司存在资不抵债的风险 

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报表显示预付账款余额约 8.73 亿元，

应收账款余额约 25.66 亿元，商誉余额约 24.3 亿元，涉嫌违规担保余额约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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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合计金额约为 65.21 亿元，占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报表

总资产约 62.08%，占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约

137.00%。如果出现极端情况上述资产全部灭失或者大部分灭失，公司将会出现

资产大幅减少的风险，甚至会出现资不抵债的风险。 

应对措施及进展：公司目前正在进行 2017 年年报编制工作，如有最新进展

公司将及时公告。 

9、无法按时偿还募集资金的风险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总额不超过 5 亿元，使用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目前公司已经使用 5 亿元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虽然目前尚未到偿还期限，但因公司现金流情况恶化，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不

乐观，公司资金链紧张，存在经营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应收及预付账款风险等。

如果未来如法改善公司资金链，相关风险无法解除，公司可能面临无法按时偿还

募集资金的风险。 

应对措施及进展：公司目前正在尝试解决资金问题，着手协调各债务人的关

系，尽力完成募集资金的及时偿还，如该事项有最新进展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

露。 

10、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受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苏证调查字 2017090号）：“因涉嫌信息披

露违规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进

行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应对措施及进展：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公司将积

极配合调查。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的风险。 

11、可能因 2017 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披露《关于 2017 年度业绩预亏且数额无法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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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预计 2017 年度将出现大额亏损的情况，

亏损数额暂时无法确定。鉴于 2017 年业绩可能出现大额亏损的情况，如大额亏

损超出公司净资产总额，公司可能出现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 2017 年年末经

审计净资产为负。公司股票在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特别处理。 

应对措施及进展：由于亏损数额暂时无法确定，公司 2017 年末净资产是否

为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数额将以经审计后的 2017 年财务报告为准。 

公司已就本期经营情况、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及可能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

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年审会计师表示已关注相关问题

并已开展审计工作。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28 日，

公司将积极配合中介机构的审计及评估工作，保障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时披露。 

12、人员进一步流失的风险 

为了节省人员费用，公司近日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裁员，主要对生产一线员工、

业绩不佳的业务部门、市场营销及战略规划等管理部门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优化。

鉴于公司目前面临多重重大风险，导致员工队伍不稳定，公司面临人员进一步流

失的风险。 

应对措施及进展：公司目前正通过积极谈话等方式，对核心员工和关键岗位

进行挽留。 

13、股权激励存在终止的风险： 

公司于 2015 年实施了两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目前涉及激励对象 95 人，

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激励范围较广。鉴于公司目前现状，若继续推

进两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两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存在变更和终止的可能性。 

应对措施及进展：公司目前已对公司两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对于其所持有

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置意向进行了调查，公司将结合公司股票情形、员工意向及合

规合法性等各种因素展开妥善处置。目前尚在谨慎讨论中。 

14、员工工资无法正常发放的风险 

由于公司目前资金链紧张，生产经营处在半停顿状况，存在未来无法正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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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员工工资的风险。 

应对措施及进展：公司正在尝试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保障公司员工工资

的正常发放。截至目前公司正常发员工工资。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3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