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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1   证券简称：*ST 高升  公告编号：2020-07 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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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升控股”）于

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高

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4 号），

鉴于 2019 年 12 月以来公司股价涨幅达到 76.80%，深交所对公司股

票交易持续异常波动的情况表示关注。公司收到关注函后立即对相关

问题进行核查，并向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及相关人员进行

了征询。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根据本所《主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9 号——上市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格式》的规定，关注、核实相关事项，确

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是否存在相关风险。 

回复：近期因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幅度两次达到深交所规定的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

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

编号：2019-131 号、2020-02 号），并按照相关规定，向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了征询，自查并核实公司目前未

存在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并对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进行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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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后，又于近日书面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目前公司组织架构未发生重大变化，在公司持续加强内控管理和

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近期公司董事会审议颁布了新的《印章管理办

法》，进一步严格控制相关经营管理风险。 

公司是一家综合云基础服务商，业务布局覆盖云基础服务各个环

节，可提供全产业链的 IDC（数据中心）设计咨询建设运营、VPN（虚

拟专用网）、CXP（混合云直连）、IX（互联网交换中心）、CDN（内

容分发网络）、CMP（多云融合与混合云管理）、BVP（大数据决策

与可视化）、ITOM（云及应用运维自动化）、APM（全链路性能监

测与优化）等核心产品，并可为客户提供多活数据中心、DCI（数据

中心互联）、云存储等服务，同时公司也可以向客户提供通信咨询设

计与工程总包、通信及信息系统集成等服务。目前公司业务运营正常，

公司经营管理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相关风险。 

二、根据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向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明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

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并要求其书面回复。 

回复：公司股东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驰瑞

德”）、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鼎实业”）已申

请破产，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7 月 13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了《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被法院

裁定受理破产重整申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68号）、《关于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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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71 号），并于 2019 年 8 月 1 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事项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86 号），于 2019 年 9 月 4 日、11 月

13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

破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00 号、2019-116 号）。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分别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书面函

证关注函第二问所述事项。根据韦振宇的回复函，宇驰瑞德破产处置

进程等事项除公司披露事项外，暂无最新进展情况，其及下属企业未

计划对其持有公司的股份进行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收到的宇驰瑞德出具的回复函，宇驰瑞德破产

处置进程除前述公告外，暂无最新情况，宇驰瑞德未计划对其持有公

司的股份进行转让、对公司进行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根据公司收到的蓝鼎实业出具的回复函，蓝鼎实业及下属企

业未计划对其持有公司的股份进行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将密切关注宇驰瑞德和蓝鼎实业的破产进展情况，后期进度

情况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三、根据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详细

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

原则的事项。 

回复：公司近期未组织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相关活动，亦

未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到访公司进行调研。对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

投资者对公司的提问，公司亦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回复。 

公司严格遵守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信息披露规定，在指定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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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依法合规地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

事项。 

四、核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

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回复：在收到关注函后，公司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了询问和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自

2019 年 12 月 1日至 2020 年 1 月 8日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

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五、2019 年以来，你公司多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职，

尤其在 2019 年 12 月，你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多名重要岗位人员更

换，张岱成为你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请你公司具体说明相关人员离

职的原因，是否会对你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以及对你公司治理有

效性的影响，公司控制权是否发生变化。 

回复：彭顺义因个人原因向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辞去公司代理

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职务。在收到彭顺义的辞职报告后，公司尽快召开

了董事会并聘任张岱为公司新任总经理。张岱先生系通信专业高级工

程师，在通信行业具有丰富的业务和管理经验，能够胜任总经理职务。 

公司及韦振宇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

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2019】5 号），韦振宇还

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下发的《市场禁入决定书》（编号：【2019】

1 号）（公告编号：2019-128 号）。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对公司及

韦振宇等人相继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同时对韦振宇采取五年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韦振宇在禁入期间内，不得继续担任原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韦振宇在收到处罚书后主动递交了辞职报

告，自愿辞去公司董事及相关职务，不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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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股东推举和董事会、临时股东大会等议程，较快完成了董事

的增补工作，确立张岱为公司新任董事。公司实控人仍为韦振宇先生，

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李耀因其个人原因递交了辞职报告，自愿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长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在收到李耀的辞职报告

后，公司通过董事会审议，完成了新任董事长的选举工作，确立张岱

为公司董事长。因李耀先生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和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并在相关手续完成前

仍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继续履行相关职责，未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运

转。 

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内部运作状况皆运行正常，

未因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事项受到影响。 

上述人员辞职信息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2020 年 1 月 2

日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关于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辞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3 号）、《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135 号）予以披露。 

公司近日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的

结果显示：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宇驰瑞德，持股数量 158,550,396 股，

持股比例 14.97%；第二大股东为蓝鼎实业，持股数量 90,178,582 股，

持股比例 8.51%。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宇驰瑞德。 

六、你公司 2018 年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若

你公司 2019 年财务报告仍被年审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你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 2018 年审计报告

中“无法表示意见”的所涉事项解决的进展情况，你公司对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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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取的措施及实施效果，以及后续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回复：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对“形成

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共有五点，截至目前，公司对相关事项已采取

的措施和结果如下：  

第一点：审计原文：“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1（2）所述，高

升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在未经高升控股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或授权的情况下，多次私

自使用高升控股公司公章以高升控股公司的名义作为共同借款人或

担保人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之关联方的融资提供担保

（以下统称“违规担保事项”）。 

2018 年 9 月至本报告出具日，高升控股公司多次对违规担保事

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高升控股公司已披露的违规担保事项数量多、金额巨大，并已涉

及多起诉讼。本报告期，高升控股公司对违规担保事项计提了预计损

失 62,024.24 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和预计负债。 

上述违规担保事项表明高升控股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我

们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确认高升控股公司对外担保及关联交易

的完整性，同时我们无法判断高升控股公司对外担保的有效性及计提

预计损失金额的合理性。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营业外支

出、预计负债、或有事项、关联交易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的列报或附

注的披露作出调整，以及可能涉及的调整金额或内容。” 

公司采取措施： 

1、公司加强内控管理，开展内控治理和建设，成效显著。 

因公司发生多起违规担保事项，显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

陷，为此公司在 2019 年大力开展内控治理和建设。公司于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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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印章、资金管理及监督临时方案（暂

行）》（见公司公告，编号 2018-124），对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

章以及董事会章和监事会章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方案的主要内容包

括设置独立办公室、独立保险柜专门用于存放保管公司印章；指定四

名监章人共同监管；公司目前主要资金存放的银行账户的票据、U 盾

也一并存放保管于独立办公室，由监章人交叉监督管理；印章使用和

资金支付明确专人审批；录像视频与纸质文件定期上报董事会。该方

案在实施过程中，因方案严谨监督有效，董事会通过五次审议将暂行

方案延期实施至 2019 年 12 月（见公司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9-02、

2019-19、2019-35、2019-85），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印章管理办法》（见公司公告，编号 2019-132），将运行一

年的暂行方案作为正式管理办法颁布实施。 

2019 年公司对主要事项、日常事项包括合同签署、资金支付等

等，实行三个维度审批的管理方式：重大或主要事项通过总经理办公

会集体决策；日常事项如合同签署等通过多部门会审确定；最终审批

全部在线上进行，包括印章使用、资金支付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的流

程进行。 

同时公司还在 2019 年聘请了专业机构对公司内控进行治理和制

度建设，对公司所有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完善，补充修正了公司以前制

度方面的缺失和不足。 

公司通过一系列对内控进行的治理工作，2019 年公司内控建设

日趋完善，也更加严格，彻底杜绝了相关风险发生的可能，保障了公

司权益不受侵害。 

2、公司通过向实控人关联公司破产过程中对征集债权的了解，

未发现有未披露违规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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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已获知并披露的违规担保或共同借款共计 16 项，

根据债权人诉讼申请标的及预估本息合计约 17.6 亿元。 

为了解截至目前是否仍存在尚未知悉、对公司后续经营有重大影

响的潜在债务风险，公司参加了实际控制人关联公司宇驰瑞德、蓝鼎

实业、北京华嬉云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北京市神州百戏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大会，通过向实际控制人关联公司宇驰瑞德、蓝鼎实

业、北京华嬉云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北京市神州百戏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破产过程中征集债权结果的了解，未发现有未披露违规担保的发

生。 

3、预计担保损失的合理性 

2018 年公司就违规担保的有效性及有可能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向律师进行咨询，根据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违规担保法律

意见书》，公司违规担保合同存在不发生效力的情形，但即使担保合

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按照法律规定和具体情形，也有可能产生公司

承担民事过错的责任。综合各方情况，律师谨慎提出公司有可能承担

违规担保债权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损失。在考虑到主债务人（实

际控制人关联公司）其时因债务负担过重，经营已经陷入停滞，预计

将来公司向其追索的不确定性，公司据此对违规担保债权本息余额计

提了 5.56 亿元的预计损失。 

公司对违规共同借款债权按余额 0.64 亿元全部计提了预计损失，

合计预计担保损失计提约 6.2 亿元。 

第二点：审计问题主要内容：“华麒通信股权交易过程显示，在

董事会就收购事项的决议公告日（2017 年 12 月 12 日）至购买日（2018

年 10 月 25 日）之间时间间隔较长，在此期间高升控股公司股票价格

由 7.56 元/股跌至 3.72 元/股，出现了大幅下跌。拟非公开发行募集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 

配套资金用于支付现金对价的中国证监会之批复即将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失效。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高升控股公司需自筹资金支付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 41,353.48 万元。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高升控股公司以自有资金仅支付了 500 万元现金

对价，已有三位交易对手因未收到现金对价对高升控股公司提起诉讼

或寄发律师函。同时，高升控股公司因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 所

述违规担保事项已经涉及多起诉讼及财产冻结，高升控股公司预计将

承担 62,024.24 万元的损失。因此，高升控股公司未来是否有能力支

付本次收购华麒通信股权现金对价 41,353.48 万元，我们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综上，我们无法判断收购华麒通信事项可能对高升控股公司财务

报表产生的影响。” 

公司采取措施： 

关于交易过程中股价下跌的风险问题以及欠付现金对价款支付

问题：如上所述，在收购华麒通信的交易过程中遭遇股价下跌，但截

至目前尚未有股东提出终止交易。近期，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进行积

极磋商，并尽快达成解决方案。后续进展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点、审计原文：“如财务报表附注（七）5（4）所述，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高升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创新云海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创新云海”）拟向北京九州恒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州恒盛”）收回于 2017 年支付的工程款 3,000.00 万元。

因九州恒盛认为创新云海在其申请电力报装手续过程中的配合存有

异议，创新云海虽然多次向九州恒盛提出退款要求，鉴于双方未能对

违约责任达成一致，截止本报告期末创新云海仍未能收回该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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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预付工程款。同时，创新云海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了坏账准备

300.00 万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我们未能收回对九州恒盛的往来询证函，且

未能就上述事项对九州恒盛实施访谈程序。因此，我们无法实施满意

的审计程序对该款项的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亦无法

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其他应收款、资产减值损失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

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可能涉及的调整金额。” 

公司采取措施： 

因创新云海二期项目电力报装问题工程暂停，公司向九州恒盛提

出退款要求，鉴于九州恒盛对公司在其申请电力报装手续过程中的配

合存有异议，双方未能对违约责任达成一致，九州恒盛未将该 3,000

万预付款项退回。为加快项目进展，公司积极寻找新的工程公司接手

该项目工程及电力报装业务，已有意向单位原因承接该项目，并愿意

受让九州恒盛的上述债务作为公司预付工程款展开工作，公司正在积

极进行相关协商并签署相关协议。 

第四点、审计原文：“如财务报表附注（七）2 所述，因高升控

股公司子公司上海莹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莹悦网络”）

未完成收购时对 2018 年的业绩承诺，以及预计也无法完成 2019 年的

业绩承诺。根据高升控股公司与承诺方袁佳宁、王宇签署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及系列补充协议约定，

承诺方袁佳宁、王宇需向高升控股公司补偿 3,866.95 万股高升控股公

司股票，若承诺方持股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以现金补偿。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袁佳宁和王宇累计持有高升控股股票

6,639.43 万股，其中已质押股票数量为 3,200.00 万股，可用于补偿的

股票数量为 3,439.43 万股。由于承诺方拟补偿股票，但未向高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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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解除股票质押方案及保障措施，因此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确定是否有必要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及对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作出调整，

也无法确定可能涉及的调整金额。” 

公司采取措施： 

1、袁佳宁、王宇已完成 2018 年业绩补偿 

因 2018 年度承诺业绩未达预期，上海莹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

股东袁佳宁、王宇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共计 21,928,087 股。袁佳宁、

王宇共同指定以王宇所持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2019 年 8 月 15 日，公司对王宇所持公司股份中的 21,928,087 股

以总价 1 元完成回购，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2、审计机构根据 2019 年上海莹悦的盈利预测，预计可能发生股

东业绩补偿问题 

截至公告日，袁佳宁和王宇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446.6213 万股，

袁佳宁和王宇已质押股票数量合计为 3,200.00 万股，不存在权利负担

的剩余股份为 1,246.6213 万股。 

根据 2018 年上海莹悦对 2019 年的盈利预测，预计 2019 年袁佳

宁、王宇应补偿股票约 1,674.1432 万股，该部分补偿最终以上海莹悦

2019 年实际实现情况确定。 

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如果上海莹悦在承诺期每个会计年度期末实际净利润数未

能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则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十日

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方关于上海莹悦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累

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累计数）的事实以及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2 

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如确实发生业绩补偿且不

足补偿的问题，公司将督促袁佳宁、王宇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第五点、审计原文：“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2 所述，高升控

股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

书》（编号：鄂证调查字 201861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高升控股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至本报告

出具日，调查正在进行中。由于该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结论，我们无

法判断立案调查的结果对高升控股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证监局立案调查结果： 

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2019】5 号），公司实际控制人韦振

宇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下发的《市场禁入决定书》（编号：

【2019】1 号）（公司公告编号：2019-128 号）。中国证监会湖北监

管局对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对韦振宇给予警告并处以

三十万元罚款，同时对韦振宇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给予警告并处以六

十万元罚款，合计罚款九十万元，同时对韦振宇采取五年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对李耀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的罚款；对张一文给予警告

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对孙鹏给予警告并并处以十万元罚款。 

上述处罚结果对公司财务报表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七、你公司 2019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风险的提示公告》

显示，你公司存在被税务机关罚款的风险，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事项

的解决进展情况。 

回复：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风险的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2019-93 号），公司于 2015 年向于平、翁远、许磊、

董艳和赵春花等 5 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3 

高升科技 100%股权。根据公司和上述 5 人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之补

充协议》相关约定，于平、翁远、许磊、董艳和赵春花等五人应按照

现行有效的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在公告披露日上述五人尚未缴

清个人所得税款，公司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存在可能被处罚的风险。 

在公司的督促下，截至目前上述五人中的四人已将全部税款缴纳

完毕。剩余一人已完成交易对价中现金部分的全额纳税义务，并已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缴纳了交易对价中股票部分的一部分个人所得税。

根据其本人向公司出具的说明，其计划将剩余个人所得税于 2020 年

11 月前分期向税务部门缴纳完毕，并已向税务部门报备。税务机关

未就此事对公司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公司将继续督促股东尽快完成对

剩余税款的缴纳，消除上市公司的相关风险。 

八、请你公司梳理并披露截至目前的诉讼进展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当事人、诉讼金额、主要事由、最新进展等，并说明诉讼事项

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是否产生严重影响。 

回复：公司目前的违规担保和共同借款共有 16 项，其中债权人

已向公司提起诉讼且尚在审理中的案件有 5 项（标的金额约 29,239.06

万元）；因公司违规签署强制公证已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有 1 项（标

的金额约 6,557.45 万元）；经法院判决担保合同无效且公司不承担民

事责任的案件 1 项（标的金额约 2,917.88 万元）；因实际控制人还款

已结清的案件 1 项（标的金额 961.4 万元）；因主债务人破产被法院

中止审理的案件有 2 项（标的金额约 69,048.65 万元）；被告人当庭

撤诉的案件有 1 项（标的金额约 25,163.1 万元）；未诉讼的有 5 项（标

的金额约 46,144 万元）。上述 16 项违规担保或共同借款公司已获得

实际控制人关联公司蓝鼎实业、宇驰瑞德、华嬉云游、神州百戏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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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承诺。 

综上，扣除已结清案件和被法院判决担保无效案件，截至公告日，

公司违规担保和共同借款事项存量为 14 项，标的金额约为 17.6 亿元，

其中违规担保 10 项，标的金额约为 16.5 亿元；共同借款 4 项，标的

金额约为 1.08 亿元。具体情况见下表《高升控股违规担保及诉讼案

件进展情况》。 

公司已分别聘请了多家律师事务所对违规担保案件进行应诉和

抗辩，在存量的违规担保案件中，公司认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案件风险较小，华融

资产作为神州百戏的抵押权人，以其债权本息约 6.7 亿元将神州百戏

估值约 40 亿元的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根据《物权法》，被担保的

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

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

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公司

也在密切关注实际控制人关联公司的破产重整进展，以及违规担保债

权人在破产重整中的债权解决，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解决违规担

保债务纠纷，维护公司权益。 

高升控股违规担保及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编

号 
类型 

起诉及

执行法

院 

涉及诉讼案

件案号 

诉讼案件

进展阶段 
原告 

被告（借款人、

保证人） 
起诉（执行）标的 金额（万元） 

执行案件 

1 
违规

担保 

北京第

四中级

人民法

院 

（2018）京

04执 154 号 
执行中 

北京碧天

财富投资

有限公司 

宇驰瑞德；蓝鼎

实业、韦振宇、

辛维雅、韦俊康、

何欣、高升控股 

本金 5800万元，

利息 405.7857 万

元，违约金

351.661294 万元 

6,557.45 
（2019）京

04 执恢 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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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京

04执 193 号 

诉讼中案件 

2 
违规

担保 

沈阳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19）辽

01 民初 676

号 

一审管辖

权异议处

理阶段 

北京北洋

博天商贸

有限公司 

北京文化硅谷；

北京华嬉云游、

北京神州百戏、

蓝鼎实业、宇驰

瑞德、韦振宇、

韦俊康、高升控

股 

本金 128,290,000

元，到 2019 年 4

月 23 日利息

21,681,326.67元，

律师费 60万元，财

保担保费

150,722.05 元，合

计：150,722,048.72

元。 

15,072.20 

3 
违规

担保 

深圳市

罗湖区

人民法

院 

（2018）粤

0303民初

14292 号 

等候一审

中院通知

开庭 

深圳市国

信保理有

限公司 

北京世宇天地；

宇驰瑞德、蓝鼎

实业、韦振宇、

辛维雅、韦俊康、

高升控股 

本金 4000万元，

利息 36 万元，合计

4802万元；追加律

师费 400 万元，总

合计：5202万元 

5,202.00 

4 
共同

借款 

北京市

第四中

级人民

法院 

（2019）京

04 民初 618

号 

一审举证，

等候开庭 

董云巍、 

鄢宇晴 

高升控股；韦振

宇、韦俊康 

本金 4000万元，

2018年 10月 18

日至 2019年 6 月

11日按 24%计算违

约金为 467.5066

万元，合计

4467.5066万元。 

4,467.51 

5 
共同

借款 

杭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18）浙

01 民初 1520

号 

等待二次

开庭 
朱凯波 

高升控股、宇驰

瑞德、蓝鼎实业、

北京华嬉云游、

韦俊康；韦振宇、

张一文 

本金 2500万元，

利息 40 万元，律师

费 65 万元，保全担

保费 13050 元，合

计 2606.305 万元。 

2,605.13 

6 
违规

担保 

北京市

第四中

级人民

法院 

 

公司近日

收到起诉

状 

北京中泰

创盈企业

管理有限

公司 

蓝鼎实业；深圳

德泽世家、何欣、

北京华嬉云游、

杨瑞刚、韦振宇、

北京神州百戏、

辛维雅、宇驰瑞

德、高升控股 

借款 4.5 亿元，现

欠本金余额

1315.259698 万

元，对方提出违约

金 576.960588万

元，合计

1892.220286 万元 

1,892.22 

诉讼中案件标的合计 29,2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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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案件 

7 
违规

担保 

北京市

高级人

民法院 

（2018）京民

初 227 号 
因神州百

戏破产被

法院中止

一审 

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市分公司 

北京神州百戏；

何圆、吕茂本、

北京瑞鑫安泰、

韦俊康、何欣、

韦振宇、辛维雅、

高升控股、蓝鼎

实业、宇驰瑞德、

北京文化硅谷 

本金 5.5 亿元，到

2018年 10月 31

日宽严补偿金

82133333.3 元，清

偿暂计到 2018 年

10月 31日违约金

3602.5万元；第三

期重组补偿金之违

约金 82.5 万元；第

四期重组补偿违约

金 2250600 元；三

项合计

671,233,933.33 元 

67,123.39 

8 
违规

担保 

宁波市

北仑区

人民法

院 

（2019）浙

0206民初

1990号 

宁波华沪

银匙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北京神州百戏；

高升控股、韦俊

康 

本金16,683,333.33

元，本金与利息合

计：19,252,566.66

元。 

1,925.26 

中止案件标的合计 69,048.65 

胜诉案件 

9 
违规

担保 

北京市

第四中

级人民

法院 

（2019）京

04 民初 435

号 

一审判决

担保合同

无效且公

司不承担

民事责任 

浙江中泰

创展企业

管理有限

公司 

蓝鼎实业；北京

神州百戏、北京

华嬉云游、高升

控股、韦振宇、

韦俊康、何欣、

辛维雅 

本金 2250万元，

利息 168750 元，

违约金 651万元，

合计 29,178,750

元。 

- 

已结案件 

10 
共同

借款 

安阳滑

县人民

法院 

（2019）豫

0526民初

6511号调解

书 

实控人已

还款，案件

结清 

周守宾 
韦俊康、韦振宇、

高升控股 
本息 961.4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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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诉案件 

11 
违规

担保 

北京市

第三中

级人民

法院 

（2019）京

03 民初 223

号 

一审已撤

诉 

上海汐麟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宇驰瑞德；蓝鼎

实业、北京华嬉

云游、北京神州

百戏、韦振宇、

韦俊康、何欣、

辛维雅、高升控

股 

本金 20000 万元，

利息 100 万，违约

金 5063.013699万

元。 

25,163.01 

未诉讼部分 

12 
违规

担保 
  

高搜易于

2019年 7

月通过拍

卖质押的

蓝鼎实业

股票成为

持有公司

5.23%股份

的股东 

深圳市宝

盈保理有

限公司

（高搜易

关联公

司） 

蓝鼎实业；北京

文化硅谷、北京

神州百戏、北京

华嬉云游、韦振

宇、韦俊康、李

耀、张一文、高

升控股 

借款14,180,902.44

元 
1,418.09 

13 
违规

担保 
  

深圳市前

海高搜易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 44610万

元，已还 500万元，

拍卖蓝鼎股票抵顶

13159.0720 万元

（利息未计算） 

30,950.93 

14 
违规

担保 
   

北京神州

长城国际

工程有限

公司 

卓越领创；高升

控股 

神州长城向惠泽岩

土开出一亿元汇

票，由长兴金控贴

现借给卓越领创；

高升控股期间为神

州长城出具担保承

诺函 

10,000.00 

15 
共同

借款 
   田恒伟 

蓝鼎实业、宇驰

瑞德、北京华嬉

云游、北京神州

百戏、韦振宇、

韦俊康、高升控

股 

借款 4715万元；

出借人已确认还款

3215万元，预估部

分利息，具体欠款

本息需结算时确定 

1,7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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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共同

借款 
   蔡远远 

蓝鼎实业、宇驰

瑞德、北京华嬉

云游、韦振宇、

韦俊康、张一文、

高升控股 

借款 4000万元，

出借人确认已还款

2500万元，预估部

分利息，具体欠款

本息需结算时确定 

2,029.00 

未诉讼本息合计（预估） 46,144.02 

综上总计 176,152.19 

       

其中：违规担保 11

项，其中已胜诉一

项 

165,304.55 

       
共同借款 5项，其

中已结案一项 
10,847.64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一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