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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 冠福         公告编号：2019-180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债权人起诉 

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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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收到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德化法院”）签发的相关债权人因购买

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

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民事裁定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述案件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在收到上述案件的《传票》及法律文书时，已及时进行披露，具体内容

详见 2019 年 1 月 19 日、1 月 24 日、4 月 23 日、5 月 16 日公司发布的《关于收到

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法

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2019-037）、《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福建同

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文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102、2019-129）。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被告同孚实业因资金需求，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并承诺到期归还

本金并支付约定收益，冠福股份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保证担保。由于被告

同孚实业到期未能按约定归还本金及利息，被告冠福股份亦未履行担保义务，原

告向德化法院提起诉讼。德化法院对前述案件立案受理，并依法作出《民事裁定

书》。 

本次诉讼案件中的债券产品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

的范畴，有待公司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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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诉讼的裁定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五

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本次诉讼的二十九个案件裁定结果均为“中止诉讼。”案件

明细如下表：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开庭时间 开庭地点 

1 
（2019）闽 0526

民初 366 号 
钱华娟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3.05.10:00 

德化法院

第六法庭 

2 
（2019）闽 0526

民初 371 号 
郭阳炯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5.24.09:00 

德化法院

第六法庭 

3 
（2019）闽 0526

民初 413 号 
陈冠芳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5.07.08:30 

德化法院

第六法庭 

4 
（2019）闽 0526

民初 415 号 
江吴春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3.21.08:30 

德化法院

第三法庭 

5 
（2019）闽 0526

民初 424 号 
林富亮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5.01.10:30 

德化法院

第六法庭 

6 
（2019）闽 0526

民初 426 号 
翁临萍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5.07.15:00 

德化法院

第六法庭 

7 
（2019）闽 0526

民初 427 号 
朱燕萍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3.05.09:00 

德化法院

第一法庭 

8 
（2019）闽 0526

民初 555 号 
朱静雯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2019.05.21.09:00 

德化法院

第六法庭 

9 
（2019）闽 0526

民初 579 号 
史文杰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5.24.10:00 

德化法院

第六法庭 

10 
（2019）闽 0526

民初 641 号 
潘鹏翀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5.07.16:00 

德化法院

第六法庭 

11 
（2019）闽 0526

民初 643 号 
毛立涛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5.08.09:00 

德化法院

第六法庭 

12 
（2019）闽 0526

民初 647 号 
陆桂娥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5.08.09:30 

德化法院

第六法庭 

13 
（2019）闽 0526

民初 658 号 
陈明知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

华夏文冠 
2019.05.08.10:00 

德化法院

第六法庭 

14 
（2019）闽 0526

民初 785 号 
陆建兴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18.08: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15 
（2019）闽 0526

民初 786 号 
徐小兰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18.09: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16 （2019）闽 0526 耿美娟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2019.06.18.10:30 德化法院



3 

民初 793 号 冠福股份 第二法庭 

17 
（2019）闽 0526

民初 796 号 
钟勇勇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18.15: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18 
（2019）闽 0526

民初 798 号 
周荷云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18.16: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19 
（2019）闽 0526

民初 801 号 
成曼利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18.17:0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20 
（2019）闽 0526

民初 804 号 
陈弋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19.08: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21 
（2019）闽 0526

民初 808 号 
于鸿英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19.09: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22 
（2019）闽 0526

民初 810 号 
宫凤美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19.10: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23 
（2019）闽 0526

民初 813 号 
姚芷凤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19.15: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24 
（2019）闽 0526

民初 822 号 
薛德兴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20.08: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25 
（2019）闽 0526

民初 830 号 
吴慧琴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20.10: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26 
（2019）闽 0526

民初 835 号 
薛德兴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20.15: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27 
（2019）闽 0526

民初 836 号 
陈弋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20.16: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28 
（2019）闽 0526

民初 856 号 
吴来来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21.09: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29 
（2019）闽 0526

民初 862 号 
高莉萍 

同孚实业、华夏文冠、

冠福股份 
2019.06.21.10:30 

德化法院

第二法庭 

注：表中“冠福实业”指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华夏文冠”指华夏文冠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

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

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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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诉讼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对控股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

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本次诉讼的十六个案件的《民

事裁定书》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当前正常

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

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 2018 年 10 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

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

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

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度对前

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

实业发行不超过 6 亿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

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

司，该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产

品，公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

供担保的范畴。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若公司因为前述提供担保而履行

担保代偿责任，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尽快启动向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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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366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371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413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415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424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426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427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555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579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641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643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647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658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785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786 号案件的《传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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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793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796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798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1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801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804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808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810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813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822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830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835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836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856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 0526 民初 862 号案件的《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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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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