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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8          证券简称：腾邦国际       公告编号：2020-003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公司于2020年1月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腾邦国际商业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6号) （以下简称“关

注函”），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补充说明。公司董事会对《关注函》中所关

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现公司对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1．请以列表方式说明你公司及子公司目前已知诉讼的事由、原告、诉讼金

额、收到法院《传票》《民事起诉状》的具体时间，并报备相应证明材料。 

回复： 

经公司全面自查，除已披露的诉讼案件外，公司及子公司目前已收到的其他

诉讼案件情况如下： 

序号 诉讼事由 原告 诉讼金额（元） 收到诉讼文书时间 

1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深圳市松禾智能系统 

有限公司 
20,220,555.56 2019.8.7 

2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49,662,037.49 2019.8.22 

3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珠海分行 
21,018,522.74 2019.9.12 

4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支行 
202,512,237.36 2019.9.16 

5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278,080,105.73 2019.9.29 

6 业务合同纠纷 
深圳东部华侨城有限公

司 
22,321,494.26 2019.10.14 

7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144,990,000.00 2019.12.3 

8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308,263,345.34 2019.12.24 

9 其它合同纠纷 --- 70,933,497.39 --- 

合计 1,118,001,795.8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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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

冻结融易行 94.5448%的股权，目前公司已通过执行异议程序予以解封，厦门国

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冻结融易行 100%股

权目前尚未解封，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1）你公司执行异议的原因及理由，法院中止裁定书中认定应当中止执行

的事实根据和理由，并说明中止执行是否已取得申请人同意，是否属于确无财

产可供执行的情形。 

回复： 

1、公司执行异议的原因及理由 

（1）深圳福田法院保全裁定书裁定保全财产金额为 75,635,869.12 元，而

深圳福田法院实际冻结的公司持有的融易行股权价值远远超过前述应保全金额。 

（2）珠海香洲法院保全裁定书裁定保全财产金额为 21,018,522元，而珠海

香洲法院实际冻结的公司持有的融易行股权价值远远超过前述应保全金额。 

2、法院中止裁定书中认定应当中止执行的事实根据和理由 

根据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 2019年 6月 10日出

具的闽联合中和评报字（2019）第 6108 号《资产评估报告》载明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融易行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结论为 108046.31

万元。法院冻结异议人持有的融易行 11%股权的总价值约为 11,885.09万元，参

照评估拍卖相关规定，首次拍卖以评估价的 80%作为保留价，每次拍卖可再降低

20%, 如对该部分份额的涉案股权实行两次拍卖，变现价值约为 7,606.46 万元。

法院作出的保全裁定书裁定保全财产金额为 75,635,869.12 元，不考虑法院已

保全的其他财产，法院保全该份额的涉案股权已足以实现保全目的，亦未明显超

标的。故异议人要求解除对其持有的融易行股权超标的部分的保全措施符合上述

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法院已冻结异议人持有的融易行 94.5448%的股权（其

中 10.7081%的股权为轮候冻结），扣除应冻结的 11%股权份额，故法院应当解除

对超标的保全的 83.5448%股权份额（其中 10.7081%的股权为轮候冻结）的冻结

措施。 

深圳福田法院的中止执行已取得申请人的同意，且不属于确无财产可供执

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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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101.85 万元债务形

成的原因及时间。 

回复：2018年 6月 14日，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

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总金额 5,000万元，

贷款有效期限为 2018年 6月 8日至 2020年 6 月 7日。合同签署后，厦门国际银

行于 2018年 7月 2日向公司发放了贷款 2,400万元，期限为 2018年 7月 2日至

2019 年 7 月 2 日。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 日偿还了借款本金 120 万元，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偿还了借款本金 200 万元，剩余未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 2080 万元于

2019年 7 月 1日签订补充合同，要求每月归还本金 100万元，展期起始日为 2019

年 7月 2日，展期到期日为 2020年 1月 2日。2019年下半年，因公司资金周转

紧张，未能按照展期合同的约定偿还本息，因此厦门国际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 

3．你公司在出售融易行的关联交易公告中披露，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腾邦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37,910 万元。 

（1）根据你公司对《关于对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19】第 270 号)的回复，工商登记变更及资产交割以股权转

让款项支付进度为前提，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并非以资产是否受限为前提，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且不附其他条件。请说明腾邦集团是

否已构成违约，是否需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协议中是否存在相关违约金条款，

如是，请具体说明，如否，请说明未约定原因，你公司是否采取相应措施保障

权益不受损害。 

回复： 

根据公司与腾邦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未

约定具体的前置条件，但是考虑到融易行的股权在交易协议签署后 100%被冻结，

导致融易行股权过户的时间推迟，因此腾邦集团未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支

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公司与腾邦集团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尽快解除融易行的股权

冻结事项以及款项支付。 

根据公司与腾邦集团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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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之 2.2条的约定，乙方（腾邦集团）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第 4.2条的约定

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应付金额的万分之三向甲方（本

公司）支付违约金。腾邦集团将按照协议约定承担逾期金额对应的滞纳金。 

（2）请说明腾邦集团股权被 100%冻结，股份持续被平仓近一年的情况下，

是否仍具备支付能力；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账面是否有足够资金支付股权转

让款；11 月 19 日回复我部关注函至今是否已通过盘活土地和其他资产等方式解

决债务问题。如是，请具体说明解决进展，如否，请说明是否存在披露不真实、

不准确情形，并说明腾邦集团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受限情况

及占资产的比例，并对比 11 月 19 日至今说明是否发生解除受限的情形。 

回复： 

由于受到金融去杠杆以及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腾邦集团出现了部分债务

违约及纠纷情况，导致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部分资产受限，资金流动性遇到

困难，因此腾邦集团账面上并无现成的足额资金用以支付股权转让款。 

针对腾邦集团的整体债务问题，各方的举措以及具体进展如下： 

1、市政府、金融办等部门协调公司主要金融机构债权人和其他各方债权人，

在政府相关部门意见指导下，组建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债委会”），债委

会旨在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化解金融风险大局角度出发，稳妥化解公司债务风

险。 

2、债权人委员会召开专项会议，并在主席单位和副主席单位推动下，各方

债权人初步达成共识，债委会的各项运作正在稳步推进。 

3、腾邦集团全力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以及深圳市加快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的号召，利用自身的区位优

势以及优质土地资源，不断提升资产价值，增强集团整体实力，逐步解决集团整

体债务。 

4、中科建业着力引进中科院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中拟打造的科学成果转

化技术中心，积极推进有关业务的导入规划。 

5、针对腾邦集团现有土地、物业等资源的盘活，腾邦集团协同中科建业已

按照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整体规划认真研讨、论证相关项目开发方案，并已向

政府相关部门汇报请示。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腾邦集团受限资产尚未解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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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等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与未来开发价值较高，从而为未来解除受限、资产盘

活、项目实施等奠定良好基础。 

对于融易行的股权转让款，腾邦集团正积极与部分金融机构等债权人沟通，

尽快通过新增贷款、债务转移等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降低上市公司债务规模。 

4．11 月 9 日，你公司披露截至交易协议签署之日，公司持有融易行的 100%

股权中有 16.1633%股权处于司法冻结状态，公司将尽快采取措施解除冻结，以

不影响该部分股权的过户。请补充说明上述股权冻结形成的原因、冻结申请人、

涉及纠纷金额，目前是否已解除冻结，如是，请说明解决的方式，如否，请说

明原因。 

回复： 

截至股权交易协议签署日，公司查询到融易行股权冻结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冻结申请人 股权冻结比例 涉及纠纷金额(元) 股权冻结形成的原因 

1 富邦华一银行深圳分行 3.699% 29,592,146 
未按照借款协议约定

偿付本息 

2 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6.20% 49,635,190 
未按照借款协议约定

偿付本息 

3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6.2643% 50,115,128 
未按照借款协议约定

偿付本息 

合计 16.1633% 129,342,464 --- 

以上股权冻结情况正在法院诉讼审理当中，因此被冻结股权尚未解除冻结。 

5．请全面清查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和股权情况，说明除银行账户冻结外，其

他资产及股权受限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受限原因、对手方名称、涉及金额等事

项。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经公司全面自查，除部分银行账户冻结外，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其他资产及股

权因债务纠纷,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诉前保全，其他资产及股权受限情况

如下： 

项目 受限情形 受限原因 申请人 债务金额（元）* 

公 司 子

公司、分

公 司 股

股权冻结 
借款合同

纠纷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广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中国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富邦华一银行深圳分行、

821,888,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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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深圳市长城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深圳福田支行、中国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资产 

（ 房 产

等） 

资产查封 

借款合同

纠纷、业

务合同纠

纷、劳动

争议 

成都天播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石梅、中国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纬创软件（武汉）有限公司、中国银

行深圳宝安支行 

*注：因同一债权人同一诉讼案件同时查封多项资产和股权，无法一一对应每一项资产和股权涉及的具

体债务金额，因此涉及债务金额按总金额列示。 

6．请全面清查公司及子公司债务情况，说明除 68 个账户已知涉诉债务外，

其他债务到期的时间、具体金额、涉及对象等。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

意见。 

回复： 

根据公司自查统计,除 68 个账户已披露涉诉债务外, 其他债务详细信息如

下: 

序号 到期日期 金额（万元） 债权人 

1 2019年 12月 31日前 
   27,470.00  非银机构 

  113,585.14  银行机构 

2 2020年 12月 31日前 
   10,000.00  非银机构 

  126,288.51  银行机构 

3 2021年 12月 31日前     4,000.00  非银机构 

4 2022年 12月 31日前     8,971.29  银行机构 

  合计   290,314.94   

特此公告。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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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根据公司与腾邦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未约定具体的前置条件，但是考虑到融易行的股权在交易协议签署后100%被冻结，导致融易行股权过户的时间推迟，因此腾邦集团未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2）请说明腾邦集团股权被100%冻结，股份持续被平仓近一年的情况下，是否仍具备支付能力；截至2019年12月31日账面是否有足够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11月19日回复我部关注函至今是否已通过盘活土地和其他资产等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如是，请具体说明解决进展，如否，请说明是否存在披露不真实、不准确情形，并说明腾邦集团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受限情况及占资产的比例，并对比11月19日至今说明是否发生解除受限的情形。
	回复：
	由于受到金融去杠杆以及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腾邦集团出现了部分债务违约及纠纷情况，导致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部分资产受限，资金流动性遇到困难，因此腾邦集团账面上并无现成的足额资金用以支付股权转让款。
	针对腾邦集团的整体债务问题，各方的举措以及具体进展如下：
	1、市政府、金融办等部门协调公司主要金融机构债权人和其他各方债权人，在政府相关部门意见指导下，组建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债委会”），债委会旨在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化解金融风险大局角度出发，稳妥化解公司债务风险。
	2、债权人委员会召开专项会议，并在主席单位和副主席单位推动下，各方债权人初步达成共识，债委会的各项运作正在稳步推进。
	3、腾邦集团全力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以及深圳市加快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的号召，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以及优质土地资源，不断提升资产价值，增强集团整体实力，逐步解决集团整体债务。
	4、中科建业着力引进中科院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中拟打造的科学成果转化技术中心，积极推进有关业务的导入规划。
	5、针对腾邦集团现有土地、物业等资源的盘活，腾邦集团协同中科建业已按照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整体规划认真研讨、论证相关项目开发方案，并已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请示。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腾邦集团受限资产尚未解除限制，但该等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与未来开发价值较高，从而为未来解除受限、资产盘活、项目实施等奠定良好基础。
	对于融易行的股权转让款，腾邦集团正积极与部分金融机构等债权人沟通，尽快通过新增贷款、债务转移等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降低上市公司债务规模。
	4．11月9日，你公司披露截至交易协议签署之日，公司持有融易行的100%股权中有16.1633%股权处于司法冻结状态，公司将尽快采取措施解除冻结，以不影响该部分股权的过户。请补充说明上述股权冻结形成的原因、冻结申请人、涉及纠纷金额，目前是否已解除冻结，如是，请说明解决的方式，如否，请说明原因。
	回复：
	截至股权交易协议签署日，公司查询到融易行股权冻结的具体情况如下：
	5．请全面清查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和股权情况，说明除银行账户冻结外，其他资产及股权受限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受限原因、对手方名称、涉及金额等事项。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经公司全面自查，除部分银行账户冻结外，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其他资产及股权因债务纠纷,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诉前保全，其他资产及股权受限情况如下：
	*注：因同一债权人同一诉讼案件同时查封多项资产和股权，无法一一对应每一项资产和股权涉及的具体债务金额，因此涉及债务金额按总金额列示。
	6．请全面清查公司及子公司债务情况，说明除68个账户已知涉诉债务外，其他债务到期的时间、具体金额、涉及对象等。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公司自查统计,除68个账户已披露涉诉债务外, 其他债务详细信息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