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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补充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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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天宝公

司”）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

对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216 号）（以

下简称“关注函”）。根据关注函要求，本公司进行了认真调查核实，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提交董事会并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由于其中部分事项未完成全部核实工作，暂未回复。经全面核查和测算后，本公

司现就关注函相关事项补充回复如下： 

三、请说明本次债券违约对公司生产经营、债务融资及偿债能力产生的影响，

并说明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活

动能否正常开展、融资是否受到严格限制、现金流是否存在断裂风险等。如是，

请做重大风险提示，并说明公司具体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本次债券违约对公司生产经营、债务融资及偿债能力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

公司一直积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尽力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的基本稳定。目前，

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公司生产装置正常运行，产品销售及库存情况符合公司

制定的实际生产销售计划。 

公司因银行债务及本次债券违约，部分融资渠道（主要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等）

融资受到一定限制，融资难度加大，公司也在积极努力协调新的银行金融机构融

资方案，同时寻求其他融资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向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

银行金融机构融资等。 

同时，为缓解目前经营性现金流持续紧张的情况，公司通过加快回收应收账

https://www.baidu.com/s?wd=%E4%BF%A1%E6%89%98%E5%85%AC%E5%8F%B8&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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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资产处置等措施全力筹措偿债资金，增加公司资金流动性，并根据订单情况，

敦促公司前期已预付原材料采购款的供货方尽快供货，以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需

要。 

截至目前，公司资金流动性虽然紧张，但尚不存在现金流断裂风险。 

四、请以列表的形式说明截至目前，公司因债务违约等导致的重大诉讼、银

行账户冻结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的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回复：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因债务违约等导致的重大诉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万美元 

序

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 案由 审理阶段 

1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本公司 

2,003.05  

（万美元）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一审阶段 

2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本公司 

3,351.08  

（万美元）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一审阶段 

3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本公司 2,2000.00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一审阶段 

4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本公司 41,038.98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尚未审理 

5 
北京碧天财富投资有

限公司（注 1） 
本公司 20,644.13 

民间借贷纠

纷 
一审阶段 

注 1：关于公司与北京碧天财富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是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及印章使用流程的情况下，以公司名义违规对外提供担保，对

于上述担保事项，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需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2、截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冻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实际冻结金额

（万元） 
冻结申请人 

1 
工商银行大连分行

营业部 
3400****0066 基本户 

23.92 
潮州市潮安区中北印务

有限公司 

74.20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0.00 杭州杭阳长衡投资咨询



合伙企业 

0.00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 
工商银行大连分行

营业部 
3400****5651 一般户 0.0001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3 
工商银行大连中山

广场支行 
3400****2184 一般户 0.98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4 
平安银行大连分行

营业部 
110****004 

募集资金

账户 
85.31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5 
平安银行大连分行

营业部 
150****317 

募集资金

账户 
7.54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6 
浦发银行大连民主

广场支行 
7510****0083 一般户 26.98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7 
浦发银行大连沙河

口支行 
7518****0609 一般户 9.74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8 
建设银行大连分行

营业部 
2125****1424 一般户 0.00 

北京合润德堂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9 浦发银行大连分行 7501****2065 
募集资金

账户 
3.65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10 浦发银行大连分行 7501****5652 一般户 

126.20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0.00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 浦发银行大连分行 7501****1417 一般户 0.003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12 浦发银行大连分行 7501****1633 一般户 0.95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13 浦发银行大连分行 7501****0740 一般户 0.0055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14 浦发银行大连分行 7501****0157 一般户 0.0002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15 浦发银行大连分行 7501****0845 一般户 41.69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16 
浦发银行大连中山

广场支行 
7519****0285 一般户 0.10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17 
浦发银行大连中山

广场支行 
7519****0315 一般户 

0.08 
北京合润德堂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0.00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18 
浦发银行大连中山

广场支行 
7519****0017 一般户 59.82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19 
浦发银行大连中山

广场支行 
7519****0077 一般户 60.22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20 
浦发银行大连中山

广场支行 
7519****0036 一般户 1.00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21 浦发银行大连中山 7519****0042 一般户 0.0005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广场支行 

22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

市分行 
2120****0000 一般户 91.48 中泰创展控股有限公司 

23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

市分行 
2120****0000 一般户 0.00 中泰创展控股有限公司 

24 
招商银行大连分行

营业部 
4119****0701 一般户 

59.88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0.00 
杭州杭阳长衡投资咨询

合伙企业 

25 
招商银行大连分行

营业部 
4119****2902 一般户 315.28 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 

26 大连银行沙建支行 8023****6905 
社保专用

户 
30.37 中泰创展控股有限公司 

27 锦州银行大连分行 4101****9421 
基本户 

（子公司） 
1.23 中泰创展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冻结金额合计 1020.63 — 

    经核查，截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及子公司（含境外子公司）目前共有

银行账户 98 个，其中有 27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其余账户均可正常结算。上述银

行账户被冻结的资金金额较小，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0.37%，占公司

2019年 4月 18日货币资金的 9.30%（货币资金为目前公司账面余额，未经审计）。

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收支造成重大影响，目前公司可以通

过其他一般户进行经营结算。 

3、公司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的

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1）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一款

“公司生产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 

（2）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已被冻结，但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不属于公司的主要

银行账户，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收支造成重大影响，目前公司可以通过其他一

般户进行经营结算，尚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二款“公司主要银

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 

（3）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稳定，目前仍在正常履职中，不

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三款“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

董事会决议”的情形； 



（4）经公司自查，根据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供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公

司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借款提供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的对外担保情

形，上述担保为公司的违规对外担保，违规担保余额合计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在信息披露指定媒

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对外担保的公

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将尽快筹措资金归还上述借款或协商解除

上市公司担保责任。公司及控股股东将与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并督促控股股东

尽快偿还有关债务，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以上事项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四款“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

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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