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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4         证券简称：宁波东力         公告编号：2018-035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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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收到深圳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对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

板问询函【2018】5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函所述问题

逐项予以落实，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1、年富供应链目前的经营状况，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经营业务是否能正常开

展、业务量是否受影响及受影响的程度、管理层及员工是否正常上班等。 

回复如下： 

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年富供应链”）因银行账户被冻

结，法定代表人李文国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等因素影响，对日常经营业务造

成冲击，业务量目前受重大影响，新业务订单锐减；目前，年富供应链总经理杨

战武、金融部门负责人秦理、业务部门负责人徐莘栋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财务总监刘斌被取保候审，风控和运营部门负责人尚无法取得联系，其他部门负

责人正常履职，员工正常上班。 

 

2、你公司（包括年富供应链）目前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包括开户账户

银行名称、账户类型、被冻结金额、被冻结日期以及被冻结理由等。 

    回复如下：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开户账户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类型 被冻结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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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市年

富供应链

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罗湖支行 44250100002800000313 纳税户 160,057,353.81RMB 

2 建设银行罗湖支行 44201507300052513864 基本户 91,498,058.94RMB 

3 建设银行罗湖支行 44214803100220102563 一般户 2,124,750.92USD 

4 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00392518000120109027

414 一般户 68,000.00RMB 

5 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00392518001420109002

114 一般户 2,200.00USD 

6 南粵银行深圳分行 910001201900002315 一般户 55,537.42RMB 

7 
招商银行深圳福田

支行 755916920310203 一般户 3,413,452.76RMB 

8 
招商银行深圳泰然

金谷支行 755916920310308 一般户 76,193,694.44RMB 

9 
招商银行深圳泰然

金谷支行 755916920332603 一般户 3,919,631.93USD 

10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 
58400000101201002415

88 
一般户 5,863.85RMB 

11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 
58400000114201001014

78 
一般户 15,020.95USD 

12 
浦发银行深圳福强

支行 
79110154740021463 一般户 2,768.91RMB 

13 交通银行华融支行 
44389999101000563895

0 
一般户 242,576.63RMB 

14 
广发银行深圳怡景

支行 9550880007093500147 一般户 32,166.96RMB 

15 
广发银行深圳怡景

支行 9550880007093500787 一般户 1,309,985USD 

16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337010100100862699 一般户 33,054,142.2RMB 

17 东莞银行深圳分行 570009601004439 一般户 7,022,858.59RMB 

18 东莞银行深圳分行 550009601004440 一般户 18,402.14USD 

19 
中国银行深圳保税

区支行 754957938342 一般户 192,946.03RMB 

20 
中国银行深圳保税

区支行 7419677408423 一般户 3,623,170.07USD 

21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11015749145003 一般户 23,383,642.48RMB 



3 

22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11015749593008 一般户 108.95USD 

23 渤海银行深圳分行 2000721115000199 一般户 6,315.23RMB 

24 渤海银行深圳分行 200077221115001486 一般户 1,593.77USD 

25 

贵州年富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新蒲新区 

支行 132045112582 一般户 6,924,452.26RMB 

26 
中国银行新蒲新区 

支行 132045120693 一般户 145.51USD 

27 
汇川农村商业银行 

新蒲支行 

21910108012011000038

32 基本户 11,229,134.40RMB 

28 民生银行贵阳分行  610768722 一般户 311,047.91RMB 

29 贵阳银行贵阳分行 0202001000004482 一般户 2,000,000RMB 

30 
宁波东力

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深圳泰然

金谷支行 
574900120010108 一般户 9,798.83RMB 

31 
浙商银行宁波市分

行 

33200200101201002982

49 
一般户 41.13RMB 

32 中国银行江东支行 358458348223 一般户 1.46RMB 

公司、子公司累计被冻结账户 32户，冻结金额共计 415,703,854.24 元人民

币和 11,015,009.24美元。 

公司财务部在办理银行业务时，发现部分银行账户存在冻结现象，冻结开

始时间为 2018年 7月 2日至 2018 年 7月 24日期间。 

因公司被合同诈骗一案刑事立案，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被公司机

关采取强制措施等事项引发的信用风险，导致部分银行及债权人向相关法院申请

诉前保全等措施，公司及子公司部分账户被冻结；同时，公安机关依法对年富供

应链的部分银行账户实施冻结。截至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未收到司法机关关于

银行账户冻结的相关法律文书。 

 

3、你公司（包括年富供应链）是否存在未披露的诉讼，如存在，请补充披

露诉讼的基本情况，包括案件当事人、管辖法院、案件概述、审理阶段、涉案

标的（金额）等。 

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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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涉及仲裁案件一件，基本情况如下： 

申请人：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腾达”） 

被申请人：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由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及合同诈骗被采取强制措施，

且年富公司账户被冻结，签订的《进口物流合同》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仲裁材料，尚未开庭； 

涉案标的：吉祥腾达要求年富供应链返还货款 1,086,502.62 美金并支付利

息。 

涉及诉讼案件一件，基本情况如下： 

原告：锐嘉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嘉科”） 

被告：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由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及合同诈骗被采取强制措施，

且年富供应链账户被司法冻结，签订的《出口代理协议》、《代理进口协议》执

行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诉讼材料，尚未开庭； 

涉案标的：锐嘉科要求年富供应链返还货款、税款等暂计人民币

42,266,899.9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款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应当及时披露。鉴此，公司上述两件仲裁和诉讼事

项，未达到披露标准。 

除上述两件金额较大的仲裁和诉讼事项外，截至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未

收到其他的司法机关送达的传票、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如公司收到相关诉讼材料，

达到披露要求的，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4、你公司临时管理团队为维持年富供应链日常经营已采取的措施，针对年

富供应链银行账户被冻结、日常生产经营受影响等情况，你公司拟采取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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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解决措施。 

回复如下： 

公司临时管理团队和年富供应链主要部门负责人，协同维护年富供应链日

常经营；履行在手订单，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办理出口退税等业务，

7月初收到退税款 1.6亿元；向宁波、深圳政府相关部门报告，定期汇报事态发

展状况；采取资产保全措施。 

针对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公司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汇报，并积极与银行

沟通，商讨解决方案；对重要客户进行沟通、走访，促进业务运营事宜；部分子

公司经营正常，拟将部分业务下沉到子公司运营；拟补充部分管理人员；同时，

要求年富供应链开展财务自查，核实债权债务。 

 

5、2017 年 10 月 12 日，你公司发布公告称宁波东力拟为年富供应链融资

提供担保，最高额度不超过 39 亿元人民币，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此事项于 10

月 27 日通过股东大会表决。2018 年 4 月 26 日，你公司发布公告称拟将上述担

保的最高额度提升至 45 亿元人民币，此事项于 5 月 16 日通过股东大会表决。

根据你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宁波东力为年富供

应链提供的担保中，尚有 10.7 亿元的担保额度未履行完毕，实际担保金额为 6.2

亿元。 

（1）请补充说明宁波东力目前对年富供应链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包括担

保额度、实际发生日期、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期、是否履行完毕、是否出现逾

期情形、逾期涉及金额等。 

回复如下： 

宁波东力目前对年富供应链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额度 
实际担

保金额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担保 

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出

现逾期 

逾期 

金额 

招商银行深圳

分行 
 90,000   53,219  2018 年 2月 5 日 

连带责

任担保 

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否 否 - 

广发银行深圳

分行 
 30,000   22,492  2018 年 3月 23 日 

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
否 是  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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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深圳

分行 
 18,000   11,700  2017 年 11月 8 日 

起二年 
否 是  6,500  

平安银行深圳

分行 
 60,000   49,964  2017年 11月 24日 否 否 - 

兴业银行深圳

分行 
 29,000   12,358  2017年 11月 13日 否 否  -  

合计 227,000 149,733       9,307 

银行冻结年富供应链银行账户，其采取账户内冻结资金偿还存量债务行为，

会导致实际担保金额发生变化。 

（2）针对宁波东力对年富供应链提供的担保，是否出现诉讼案件，如有，

请说明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包括案件当事人、管辖法院、审理阶段、涉案标

的（金额）等。 

回复如下： 

截至问询函回复之日，针对公司对年富供应链提供的担保，未收到司法机

关送达的传票、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如公司收到相关诉讼材料，达到披露要求的，

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6、2018 年 7 月 21 日，你公司发布公告称深圳富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裕控股”）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1） 请说明富裕控股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涉及的具体事项。 

回复如下： 

根据富裕控股反馈，富裕控股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冻结原因涉及富

裕控股为年富供应链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以及富裕控股自身的银行借款，信用

风险事项发生后，银行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 

（2）请说明你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点，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如下： 

公司定期核查股东持股情况，7月 20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申请股份冻结数据查询，根据中登公司反馈的证

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和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获悉需要信息披露，于 7 月

20日上传公告信息，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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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它事项。 

公司目前没有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1、年富供应链目前的经营状况，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经营业务是否能正常开展、业务量是否受影响及受影响的程度、管理层及员工是否正常上班等。
	回复如下：
	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年富供应链”）因银行账户被冻结，法定代表人李文国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等因素影响，对日常经营业务造成冲击，业务量目前受重大影响，新业务订单锐减；目前，年富供应链总经理杨战武、金融部门负责人秦理、业务部门负责人徐莘栋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财务总监刘斌被取保候审，风控和运营部门负责人尚无法取得联系，其他部门负责人正常履职，员工正常上班。
	2、 你公司（包括年富供应链）目前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包括开户账户银行名称、账户类型、被冻结金额、被冻结日期以及被冻结理由等。
	回复如下：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如下：
	公司财务部在办理银行业务时，发现部分银行账户存在冻结现象，冻结开始时间为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7月24日期间。
	因公司被合同诈骗一案刑事立案，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被公司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等事项引发的信用风险，导致部分银行及债权人向相关法院申请诉前保全等措施，公司及子公司部分账户被冻结；同时，公安机关依法对年富供应链的部分银行账户实施冻结。截至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未收到司法机关关于银行账户冻结的相关法律文书。
	3、你公司（包括年富供应链）是否存在未披露的诉讼，如存在，请补充披露诉讼的基本情况，包括案件当事人、管辖法院、案件概述、审理阶段、涉案标的（金额）等。
	回复如下：
	公司涉及仲裁案件一件，基本情况如下：
	申请人：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腾达”）
	被申请人：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由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及合同诈骗被采取强制措施，且年富公司账户被冻结，签订的《进口物流合同》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仲裁材料，尚未开庭；
	涉案标的：吉祥腾达要求年富供应链返还货款1,086,502.62美金并支付利息。
	涉及诉讼案件一件，基本情况如下：
	原告：锐嘉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嘉科”）
	被告：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由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及合同诈骗被采取强制措施，且年富供应链账户被司法冻结，签订的《出口代理协议》、《代理进口协议》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诉讼材料，尚未开庭；
	涉案标的：锐嘉科要求年富供应链返还货款、税款等暂计人民币42,266,899.9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款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应当及时披露。鉴此，公司上述两件仲裁和诉讼事项，未达到披露标准。
	除上述两件金额较大的仲裁和诉讼事项外，截至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未收到其他的司法机关送达的传票、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如公司收到相关诉讼材料，达到披露要求的，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4、你公司临时管理团队为维持年富供应链日常经营已采取的措施，针对年富供应链银行账户被冻结、日常生产经营受影响等情况，你公司拟采取的进一步解决措施。
	回复如下：
	公司临时管理团队和年富供应链主要部门负责人，协同维护年富供应链日常经营；履行在手订单，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办理出口退税等业务，7月初收到退税款1.6亿元；向宁波、深圳政府相关部门报告，定期汇报事态发展状况；采取资产保全措施。
	针对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公司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汇报，并积极与银行沟通，商讨解决方案；对重要客户进行沟通、走访，促进业务运营事宜；部分子公司经营正常，拟将部分业务下沉到子公司运营；拟补充部分管理人员；同时，要求年富供应链开展财务自查，核实债权债务。
	5、2017年10月12日，你公司发布公告称宁波东力拟为年富供应链融资提供担保，最高额度不超过39亿元人民币，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此事项于10月27日通过股东大会表决。2018年4月26日，你公司发布公告称拟将上述担保的最高额度提升至45亿元人民币，此事项于5月16日通过股东大会表决。根据你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宁波东力为年富供应链提供的担保中，尚有10.7亿元的担保额度未履行完毕，实际担保金额为6.2亿元。
	（1）请补充说明宁波东力目前对年富供应链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包括担保额度、实际发生日期、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期、是否履行完毕、是否出现逾期情形、逾期涉及金额等。
	回复如下：
	宁波东力目前对年富供应链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冻结年富供应链银行账户，其采取账户内冻结资金偿还存量债务行为，会导致实际担保金额发生变化。
	（2）针对宁波东力对年富供应链提供的担保，是否出现诉讼案件，如有，请说明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包括案件当事人、管辖法院、审理阶段、涉案标的（金额）等。
	回复如下：
	截至问询函回复之日，针对公司对年富供应链提供的担保，未收到司法机关送达的传票、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如公司收到相关诉讼材料，达到披露要求的，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6、2018年7月21日，你公司发布公告称深圳富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裕控股”）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1） 请说明富裕控股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涉及的具体事项。
	回复如下：
	根据富裕控股反馈，富裕控股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冻结原因涉及富裕控股为年富供应链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以及富裕控股自身的银行借款，信用风险事项发生后，银行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
	（2）请说明你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点，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如下：
	公司定期核查股东持股情况，7月20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申请股份冻结数据查询，根据中登公司反馈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和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获悉需要信息披露，于7月20日上传公告信息，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它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