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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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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19】第 27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公司根据关注函所涉问

题进行说明和答复，具体内容如下： 

问题 1、请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说明你公司未支付第二期

股权转让款的原因； 

    回复： 

公司与湖北省华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网电力”）原全体股东：

柳安喜、张艺林、吴青、彭纯心、刘小山、贺佐智、江帆、蒋幼玲、文芳、王瀚、

卢炜、赵洁、夏帆、李荣、李汉兵、胡鹏飞、梅辉冠、杜东标、吕露、汤胜、胡

红卫（以下简称“原股东”），以及华网电力于 2016 年 7 月签署了《湖南长高高压

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与湖北省华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原股东在该协议中承诺，华网电力 2016 年度、

2017 年度、2018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702.22 万元、2,274.37 万元、3,031.76

万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 9.2.3 约定及第四条 4.3.2 的约定：公司 2017

年度报告出具后 1 个月内，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证的会计师事务所就

华网电力 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78,000,000 元按 4.3.1 条约定的第二

笔付款分配金额扣除业绩补偿承诺约定的乙方各自应补偿甲方的2016-2017年度

承诺净利润补偿金额（如有），再扣除应由甲方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支付给

乙方各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在 2018 年 3 月后，华网电力在对赌期所实施的三汊光伏项目陆续爆发了民

事诉讼事项、土地租赁瑕疵问题、以及股权转让和其他遗留问题，顶晖项目出现

了工程结算和项目消缺问题。上述三汊光伏项目问题系因华网电力原股东与其合

作方历史遗留问题所引发，产生于公司收购华网电力之前。顶晖项目问题系在华

网电力对赌期内产生、对华网电力对赌期业绩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在三汊光伏项

目、顶晖项目遗留问题未能得到全部解决、华网电力原股东未能承担其应负责任

之前，将导致华网电力对赌期内利润的重大调整，第二期股权转让款金额无法最

终确定，而无法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未能达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二

期股权转让款付款条件。 

现将三汊项目和顶晖项目存在的系列问题说明如下： 

华网电力主要经营业务为电力工程的设计和总包，2016 年至 2018 年，华网

电力总包业务营业收入占华网电力 2016 至 2018 年营业总收入的 81.92%。在对

赌业绩期间，华网电力实施了湖北孝感孝南区三汊 40 兆瓦设施农业光伏发电项

目（简称“三汊项目”）和湖北随州市 40 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简称“顶

晖项目”），华网电力为两个项目的 EPC 总包方，主要负责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投产验收后由合作方对项目公司股权进行收购。根据相关收入确认准则，三汊项

目和顶晖项目在业绩对赌期间确认营业收入合计 37137.74 万元，占 2016-2018

年对赌期营业总收入的 42.29%，确认毛利润合计 5890.02 万元，占 2016-2018 年

对赌期实现毛利润合计的 30.37%。 

由于三汊项目和顶辉项目在后续的股权转让和结算过程中出现诸多影响金

额较大且不确定因素较多的事项，可能直接影响华网电力对赌年度业绩，可能对

华网电力和公司未来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三汊孝感项目存在的系列问题 

湖北天湖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湖农业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股东为王亮和王德华，占公司股权比例分别为 90%和 10%，法定

代表人为王亮。湖北天湖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湖能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股东为史泽、孙玥和天湖农业公司，占公司股权比例分别为 25%、

25%和 50%，法定代表人为王德华。天湖能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取得孝南

三汊 40MWp 设施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备案通知书。 



华网电力与上海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力”）及湖北天湖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湖农业”）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开发三汊项目。

根据协议约定，华网电力为三汊项目 EPC 总包方，该项目建成后，上海电力公

司将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收购天湖能源公司股份 70%股份，天湖农业持有天湖能

源公司股权 30%。 

1、民事诉讼纠纷 

2018 年 2 月 27 日，王亮向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华网电力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 2700 万元以及至全部股权

转让款支付完毕之日的违约金，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理由为王亮于 2016 年

4 月 8 日与华网电力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所持天湖农业的 90%股权共

计 2700 万元出资额以 2700 万元转让给华网电力，但华网电力未根据上述合同约

定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 

法院在受理上述案件案件号为（2018）鄂 0112 民初 766 号后，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向华网电力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资料。法院根据王亮的申

请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作出（2018）鄂 0112 民初 76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冻结华网电力银行存款 29,375,260.27 元或查封、扣押其等额财产。（本次诉讼事

项未达到公司信息披露标准，公司在《2017 年年度报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和《2018 年半年度报告》“诉讼事项”中均已进行披露。） 

上述诉讼中涉及的《股权转让合同》签署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8 日，为公司

收购华网电力前发生。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12.2.3：乙方（华网电力原股东）合法拥有标的资产

的所有权，有权将标的资产按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条款转让给甲方（公司）。标

的资产没有设置质押、抵押或任何其他第三者权益或被采取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

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尚未了结或者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否则，

一旦发生任何第三方因上述事宜而向甲方提出任何索偿要求，则由违反承诺的乙

方全额承担。自本协议签署日后，如标的资产被采取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涉及

的乙方应当立即将有关详情书面通知甲方，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解除该等强制



措施，否则，如在交割日前或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的期限内未予以解除的，甲方有

权终止本协议，并由该乙方按照本协议第十五条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华网电力本次涉及诉讼事项应由华网电力原股东承担全部责

任。 

经公司与华网电力原股东充分协商和沟通，由华网电力原股东与王亮进行协

调，促使本次诉讼协商解决。本诉讼直至 2019 年 3 月 28 日才由王亮正式撤诉结

案。 

2、三汊项目土地租赁瑕疵问题 

为开展光伏项目，天湖农业公司同相关村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天湖能源公

司同天湖农业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天湖农业公司承包的土地以投资

建设三汊项目。公司在王亮民事诉讼案期间发现天湖农业的土地承包手续存在瑕

疵，甚至存在部分土地已承包给天湖农业（孝感）有限公司等情况。三汊项目土

地租赁问题使得该项目无法正常建设和使用，影响投资建成后上海电力对项目的

收购。 

直至 2019 年 3 月，天湖能源与天湖农业（或天湖农业（孝感）有限公司），

以及光伏项目土地所在的孝南区当地村委会，签署了合法有效的土地租赁合同，

且该土地租赁合同内容应经过上海电力的完全认可，该问题才得以解决。 

3、天湖能源 30%股权处置悬而未决 

虽然王亮起诉华网电力民事诉讼案件已调解结案，但华网电力所承担的民事

责任和法律风险尚未全部解除。为妥善解决王亮与华网电力的股权转让纠纷，并

促进上海电力对三汊项目的顺利收购，华网电力与上海电力、天湖农业签署了系

列协议和承诺，由华网电力受让天湖农业所持天湖能源 30%股权。根据华网电力、

上海电力签订的《关于天湖能源孝南三汊 40 兆瓦设施农业光伏电站项目的合作

协议》和华网电力、上海电力以及天湖农业签署的《三方协议》，华网电力承接

了天湖农业在合作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对

上海电力承担补偿义务（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前 20 年内执行 0.98 元／度

或 0.85元／度的光伏标杆上网电价、一期和二期项目实际建设容量的投资造价、



项目公司一期和二期用地的费用、非日常性支出、弃光限电率、发电量和回购天

湖能源股权义务等等）或回购天湖能源股权义务等（以下简称“补偿及回购义务”）；

根据华网电力向王德华、王亮、天湖农业等相关方出具的《承诺书》：由华网电

力处理光伏项目 EPC 实施过程中对农业种植造成影响的遗留问题，并由华网电

力负责协调将整个光伏项目中非电部分的运行、维护交由天湖农业负责（以下简

称“光伏项目遗留问题”）。 

上述“补偿及回购义务”和“光伏项目遗留问题”等各项问题均是在 2016 年至

2018 年对赌业绩期间内形成、且本应由华网电力原股东应承担。为解决王亮与

华网电力原股东合作过往所形成的遗留问题，促使王亮起诉华网电力案件顺利调

解结案，上述原应当由华网电力原股东承担的义务，由华网电力先行承担，后续

应由华网电力原股东处理并承担。但截止至本回函日，华网电力原股东尚未根据

约定依法承担上述义务，未对相关遗留问题处理完结，该项目未来可能对华网电

力带来的损失和承担的风险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在发现三汊项目相关问题后积极与华网电力原股东进行沟通，努力协商，

通过多种方式协助其解决三汊项目存在的问题。2019 年 3 月，公司支付 600 万

元股权转让款以协助原股东解决王亮的诉讼纠纷和三汊项目的土地租赁问题。公

司前期已向华网电力原股东提出了具体付款进程，但需以三汊项目各种问题的解

决为前提。至 2019 年 4 月，问题 1 和问题 2 陆续得以解决，但截止至本回函日

尚有问题 3 迟迟未得到解决，仍可能对华网电力带来重大损失和面临重大风险。 

（二）顶晖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遗留问题和风险 

1、项目最终结算价格未确定，导致项目会计确认利润的最终实现的不确定

性 

2016 年 8 月 10 日，华网电力与国家电投集团湖北绿动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电投湖北绿动公司”）签订《湖北分布式太阳能发电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约定双方共同在湖北开发分布式太阳能发电项目，华网电力负责项目的开发、建

设投产并通过验收，国电投湖北绿动公司对华网电力开发的项目进行收购。 

2016 年 9、10 月，华网电力与国电投湖北绿动公司分别签订《湖北随州市



40 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湖北黄冈市 20 兆瓦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湖北十堰市 20 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合作开发协议》、《湖北襄阳市 40 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上述协议约定，华网电力与国电投湖北绿动公司共同在随州区域、黄冈区域、十

堰区域、襄阳区域进行光伏电站的合同开发，双方共同成立四个项目公司（“项

目公司”为四个区域四个公司的统称）。 

华网电力与四个项目公司合同总价为 33,256.45 万元，累计收款金额为

22,795.65 万元，因国电投湖北绿动公司一直未办理结算，导致该项目最终结算

金额不能确认，原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的合同总包收入和总包成本存在较大调

整的可能性，也存在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的风险。 

2、项目消缺未完成，后期成本可能有较大调整 

由于项目组件质量问题，后期修复和更换成本尚不可预计，导致原估计的项

目合同总成本可能有较大的调整，因而影响承诺期利润的最终实现情况。 

2016 至 2018 年度根据企业会计政策，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成本和

毛利，是建立在假设和估计的前提下计算的，但业绩承诺期间尚未完成的项目所

实现的利润，应在相关项目的实际与原会计估计不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下才能作

为实现业绩的依据。该项目由于未能按期结算和收款，质保和修复成本的不确定

性，导致项目确认的利润可能与原估计的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影响对赌承诺利润

可能出现调整。 

问题 2、根据前期公告，你公司与湖北华网原股东就湖北华网资产减值补

偿金额事项未达成一致。请补充披露相关事项的最新进展、专项审计工作进度

及你公司拟采取的权益保障措施； 

回复： 

公司已委托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对华网电力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聘请审计机构中审华会计师

事务所对华网电力对赌期业绩完成情况进行专项审计。截止至本回函日，资产减

值测试和专项审计均已完成了现场审核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书面报告的编写。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已支付原股东股权转让款 15,000 万元，剩余未支付股

权转让款 15,000 万元。为保障公司合法权益，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用以保证

原股东履行的相关义务及扣减资产减值测试补偿款后进行支付。 

 

问题 3、请结合你公司及子公司的银行账户情况、被冻结银行账户涉诉情况、

被冻结账户余额、货币资金余额等因素说明前述银行账户被冻结是否属于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二）项规定的“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从

而存在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请你公司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查询，截止至 2019 年 7 月 1 日，公司银行账号被冻结情况如下： 

序号 被冻结开户行 账号 
冻结账户余额

（元） 
账户性质 

1 
中国民生银行长沙高桥

支行 
698690610 6,224,480.54 一般户 

2 
中国农业银行长沙望城

经开区支行 
18046801040002476 1,472,563.55 一般户 

3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66010154700006437 12,672,446.01 一般户 

4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66070154700003650 13,466.29 一般户 

5 工商银行长沙东塘支行 1901009009006789691 551,347.19  一般户 

  
合计     20,934,303.58 

  

 

截至目前，母公司及子公司共开立银行账户 111 个，其中母公司有五个银

行账号被司法冻结，均因涉及华网电力原股东对公司提起诉讼而被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冻结，冻结资金合计 20,934,303.58 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88%，2019 年 7 月 1 日，公司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为 360,261,741.45 元，被

冻结资金占货币资金余额比例为 5.81%。本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为公司普通银行

账户，冻结资金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比例较小，对公司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不属于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二）项规定的“公司主要银行账

号被冻结”从而存在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本问题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如

下：本次司法冻结的账户资金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合并报表货币资金的比例较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充裕，且本次冻

结的银行账户均为普通银行账户，公司仍可用其他账户开展收支，本次银行账户

被冻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构成实质影响；且公司实行二级架构管理，

子公司负责具体的业务生产经营，其资金使用维持正常，本次司法冻结不会涉及

子公司账户，不会对公司整体层面的业务正常运转造成影响。此外，公司已经储

备了相应资金计划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只是因为公司与湖北华网原股东就付款

条件、股权转让款金额产生争议，导致公司未支付后续股权转让款。因此，本所

律师认为，本次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不属于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二）项规定的“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从而存在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情形。 

 

问题 4、请你公司具体说明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对生产经营的影响情况，

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一）对生产经营情况的影响 

1、公司目前实行二级架构管理，母公司主要负责集团的管控和投资，各子

公司负责具体业务的生产经营。本次涉及诉讼和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的均为母公

司，所以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开展，不会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造成重大

影响。 

2、关于公司与华网电力原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款，公司早已经充分预计，

且已在资金使用计划中储备了相应款项用于支付，并在《2017 年年度报告》和

《2018 年年度报》“第四节 经营讨论与分析”“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6、

资金需求”中予以披露。主要由于公司与华网电力原股东之间就股权转让款支付

条件、应付股权转让款金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公司尚未支付相关款项。从

华网电力原股东提出的诉讼请求上看，即便全部获得人民法院支持、公司依据其

诉讼请求向华网电力原股东支付相应款项，也不会对公司资金周转和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二）解决措施 

1、《专项审计报告》和《资产减值测试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为公司与原股

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必备的付款依据，公司将督促中介机构尽快

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和《资产减值测试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并根据报告结果

拟定《补充协议》，但在报告出具前以及《补充协议》签署前，公司应付股权转

让款金额尚未最终确定，相关遗留问题尚未得以解决，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公

司有权暂不予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在所有遗留问题解决后，公司将应支付的股

权转让款即时支付。 

2、公司认为，目前并未达到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条件，且理由充分合理，所

以，公司将聘请律师积极应诉，若与原股东最终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在法院作出

有效判决前，公司将不予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问题 5、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在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出具华网电力《2016-2018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和《资

产减值测试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后，如公司与华网电力原股东仍不能达成一致，

公司不排除华网电力原股东对《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第三笔股权转让款的支

付向公司提起诉讼并冻结公司银行账户的可能。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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