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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银禧科技[2020]1 号  

                                                 

 

关于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禧科技”或“公司”）

收到贵部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

业板问询函〔2020〕第 1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高

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并回复如下： 

一、截至目前，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尚未偿还的债务规

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需偿还金额、出资人情况、是否逾期及诉讼情

况、结果。核实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如是，请及时披露并说明对你公司的影响。 

公司回复: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尚未偿还债务规模具体情况如下： 

债务

人 
债权人 

债务涉及

股份数量

（万股） 

融资初始金

额（万元） 

融资余额

（万元） 
债务到期日 

是

否

涉

诉 

诉讼进

展情况 

瑞晨

投资 

东莞证券 450.13 2,900.00 2,061.42 2018/10/31 是 已 裁

决 , 未

执行 华福证券 3,296.17 23,400.00 20,537.75 2018/10/11 是 

光大证券 1,199.99 8,670.00 8,670.00 2018/11/1 是 未开庭 

中原证券 2,452.99 20,000.00 18,799.98 2018/11/21 是 
二审审

理 

高新投 1,000.00 10,000.00 10,000.00 2019/11/21 否 - 

光大证券（两

融账户） 
947.07 6,295.65 3,768.05 2018/11/8 否 - 

合计 9,346.35 71,265.65 63,8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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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颂

斌 

海通证券(两

融账户） 
760.30 

7,683.00 7,391.00 
2018/10/8 

否 - 

海通证券 109.00 - 

浦发银行 2,478.00 13,590.00 13,590.00 2020/3/21 是 已上诉 

合计 3,347.30 21,273.00 20,981.00    

备注：东莞证券指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

券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投指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中原证券指中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浦发银行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上述表格中“质押融余额”指质押初始本金扣减已偿还质押本金后剩余的融资金额，该

部分金额不包括质押违约产生的利息及罚息。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质押涉及的诉讼情况具体如下： 

（1）2018年12月，瑞晨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浦发

银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存在诉讼，该金融借款合同涉及的本金为

13,590万元。该案件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目

前瑞晨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已提起上诉。 

（2）2019年3月，瑞晨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中原证

券关于质押式证券回购存在诉讼，瑞晨投资所持有的公司24,529,900

股已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该质押业务涉及的融资金额为

20,000万元。该案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目前该案

件在二审审理中。 

（3）2019年3月，瑞晨投资与东莞证券因质押式证券回购事项存

在仲裁，且东莞证券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财务保全，瑞晨投

资所持有的公司3,962,402股已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冻结，该质

押业务涉及的融资金额为2,900万。目前仲裁院已对本案作出裁决, 

东莞证券尚未申请强制执行。 

（4）2019年11月，瑞晨投资与华福证券质押式回购业务存在纠

纷，华福证券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案件已进行裁决。 

（5）2019年12月，瑞晨投资与光大证券关于质押式证券回购存

在诉讼，该笔质押业务涉及的融资金额为8,670万，上海金融法院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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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该案件，瑞晨投资已收到诉讼书，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 公 司 查 询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court.gov.cn/zhzxgk/）及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得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是否存

在债务集中到期、已到期债务无法偿还、承担大额担保责任的情形，

说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债务风险是否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控制

权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如是，请及时进行风险提示并说明具体影响。 

公司回复：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除浦发银行以及海通证券普通账

户质押涉及的债务尚未到期外，其余债务均已到期，已到期债务均存

在偿还困难，相关债务均以股票质押担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关联方的相关债务情况详见问题一的回复。 

控股股东与东莞证券的仲裁败诉，东莞证券要求控股股东偿还债

务，则不排除其会强制出售瑞晨投资持有的银禧科技股份，从而导致

控股股东持股情况发生变化。瑞晨投资与华福证券质押式回购业务纠

纷涉及的仲裁裁决败诉，华福证券要求控股股东偿还债务，则不排除

其会强制出售瑞晨投资持有的银禧科技股份，从而导致控股股东持股

情况发生变化。 

控股股东瑞晨投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相关债权方涉及正

在进行的诉讼若败诉，不排除相关债权方强制出售瑞晨投资持有的银

禧科技股份，从而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认为控股股东瑞晨投资、实际控制人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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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斌先生涉及的诉讼及其债务纠纷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 

 

三、自查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

用你公司资金情形，是否存在违规担保情形，说明自查过程及程序。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以及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

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包括子公司）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具体情如下： 

担保

方 

被担保

方 
申请融资银行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备

注 

谭颂

斌 

银禧工

塑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10,000.00 2018/5/22 2023/5/2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道滘支行 
7,000.00 2018/11/8 2020/11/7 1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000.00 2018/12/6 2021/12/5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3,000.00 2018/12/6 2021/12/5 2 

备注：银禧工塑指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注 1：谭颂斌为银禧工塑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道滘支行申请的 7000 万元授

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该授信下的借款已归还，目前尚未签署新的授信合同；注 2：谭颂斌

为银禧工塑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的 3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该

借款合同以及担保合同已于 2018 年 12 月签署完毕，但该笔贷款截至目前银行尚未下发。 

此外根据公司审计机构历次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显示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

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审计机构历次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以及公司自查、问询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得知，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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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形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不

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说明就防范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方面已采取的内部控制措

施，核实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请你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自上市以来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公司已建

立了《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

理办法》、《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制度》以及《广

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管理制

度》，并一直严格按照上述制度执行，但凡涉及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关联方资金往来等事项均高度重视，并按照相关制度对应标准进行逐

级审批及履行对外信息披露义务，此外公司内部审计部每年对公司内

控体系都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价，且每年年度审计工作公司聘请的外部

审计机构同时会对公司内控体系进行有效审查及评估。综上所述，公

司认为公司就范围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方面的相关内部控制是有效

的。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自上市以来针对防范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方面问题已制定了相关制度，并能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此外公司

公司内部审计部每年对公司内控体系都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价，且每年

年度审计工作公司聘请的外部审计机构同时会对公司内控体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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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审查及评估。因此，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就范围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等方面的相关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21日 

 

 

 

 

主题词：  问询函     回复                            

  主送：深圳证券交易所                                   

  抄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2020 年 1 月 21 日印发   

                                        （共印 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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