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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江苏中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控股”或“公司”）提供的文件和相关资料等，

由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编制，

东北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

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北证券所做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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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持有人会议规

则》及其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北证券编制，现

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2014 年 1 月 7 日，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江苏中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控股”或“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6 号）的债券核准文件，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

额不超过 6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 亿元，期限 5 年，

附第 3 年投资者回售选择权。部分投资者已于 2017 年 7 月行使回售选择权，目

前存续债券金额 3.3 亿元。 

二、重大事项 

（一）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银行账户冻结

的公告》、《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 

1、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2018 年 10 月 9 日，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银

行账户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公告其两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公

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银行账户冻结基本情况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该等

账户冻结后可以收款，但无法对外支付。 

截止 2018 年 10 月 8 日，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为人民币 8003.80 万元。 

 二、被冻结账户信息 

1、户名：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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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城中支行 

账号：29220188000017535 

截至 2018 年 10 月 8 日，账户余额：3.80 万元。 

2、户名：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账号：09011014010000000057 

截至 2018 年 10 月 8 日，保证金账户余额：9800 万元，冻结金额：8000 万

元。 

三、银行账户冻结的原因 

根据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2018）苏 0214 民初 5559 号民事裁定

书，江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公司、任明、孔

黎清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江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向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公

司、任明、孔黎清的银行存款 2000 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 

四、银行账户冻结对公司的后续影响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13.3.1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

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

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三）

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

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五）本所认定

的其他情形。公司不属于上述情形，原因如下： 

1、上述银行账户冻结金额占公司净资产比例低； 

2、上述银行账户不是主要支付账户。 

3、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与公司经营日化业务相关，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协

调与法院、银行沟通，争取尽快解除公司银行账户的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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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行账户解除冻结情况 

2018 年 10 月 16 日，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公告其被冻结的两个银行

账户已被解冻，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无锡市新吴

区人民法院下发的《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

城中支行及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的银行账户已被解除

冻结。现对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因江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公司、任明、

孔黎清合同纠纷一案，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 详情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银行账户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在公司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协调下，公司与无锡市新吴区人民

法院、江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积极协商，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银行账户

的冻结已被解除，并恢复正常使用。公司将持续关注江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与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公司、任明、孔黎清合同纠纷一案的进展，按照

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

《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公告》 

2018 年 10 月 16 日，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公告

主要内容如下：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江苏省宜兴

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苏 0282 行

保 1 号）。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民事裁定书》内容如下： 

申请人：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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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 999 号。 

法定代表人：杨飞，该公司执行董事。 

申请人：杨飞，男， 1972 年  2 月  29 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223197202******，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 

被申请人：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

田街道金田路 3037 号中环商务大厦 4905 号。 

法定代表人：黄锦光，该公司执行董事。 

申请人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杨飞于 2018 年 10 月 7 日向上海仲裁委

员会申请行为保全，请求禁止被申请人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2018）

沪仲案字第 2336 号仲裁裁决书执行完毕前，就其所持有的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5360 万股股份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提案权、表决权、盈余分配

权、股东知情权等股东权利）。并由担保人宜兴市瑞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2018 年 10 月 9 日，上海仲裁委员会将保全申请书、担保材料等材料提交本

院。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杨飞的申请符合法律

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四

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禁止被申请人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仲裁委员会对（2018）

沪仲案字第 2336 号案件作出仲裁裁决前，就其所持有的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25360 万股股份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提案权、表决权、盈余分配权、

股东知情权等股东权利）。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

期间不停止本裁定的执行。 

二、《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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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18）沪仲案字第 2336 号申请人江苏中超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杨飞与被申请人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济纠纷一

案，上海仲裁委员会向本院提交了当事人行为保全函，请本院对申请人江苏中超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杨飞提出的行为保全申请进行审查，本院审查后作出（2018）

苏 0282 行保 1 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请协助执行下列

项目：禁止被申请人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仲裁委员会对（2018）

沪仲案字第 2336 号案件作出仲裁裁决前，就其所持有的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25360 万股股份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提案权、表决权、盈余分配权、

股东知情权等股东权利）。” 

（三）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

告》、《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江苏中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2018 年 10 月 17 日、2018 年 10 月 18 日，中超控股相继发布《江苏中超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江苏中

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江

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8），相关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1、《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9）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荐的财务总监罗文昂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

务。 

罗文昂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正常进行，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罗文昂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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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日（2018 年 10 月 16 日）起生效。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完成新任财务

总监的聘任工作。 

特此公告。” 

2、《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0）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方亚林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工作原因向公

司董事会请求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相应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方亚林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

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辞职导致独立董事成员或董事会成员低于

法定或本章程规定最低人数的，在改选的独立董事就任前，独立董事仍应当按照

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方亚林先生的辞职报告自下任独立董

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在补选完成后方亚林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已接受方亚林先生的辞呈，并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3、《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6）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荐的副总经理陈跃新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 

陈跃新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正常进行，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陈跃新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

会之日（2018 年 10 月 17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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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4、《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78）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召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更换职工代表监事事宜。经与会代表

审议，由于职工监事姚军先生经常不在公司上班，不能有效履行职工监事职责。

在职期间没有履行其作为职工监事应当尽到的责任和义务，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

职工监事职务，与会代表一致同意罢免姚军先生职工监事一职，重新选举汤明先

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为止。 

公司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特此公告。” 

（四）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2018 年 10 月 17 日，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公告其 2018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罢免黄锦光先生董事长的议案》、《关于罢免黄

润明先生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公

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

公司股东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暨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1、召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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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2018 年 10 月 1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5:00 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江苏中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现场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召集（以下简称“中超集团”）。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股东中超集团董事长杨飞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83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 351,993,972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99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5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32,305,8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5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9,688,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0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

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该次股东大会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网络进行

投票，议案 1、2、3 反对，议案 4 弃权。根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苏 0282 行保 1 号），江苏省宜兴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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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禁止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仲裁委员会对（2018）沪

仲案字第 2336 号案件作出仲裁裁决前，就其所持有的公司 25360 万股股份行使

股东权利，截至本公告日，上海仲裁委员会尚未对（2018）沪仲案字第 2336 号

案件作出仲裁裁决，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能行

使股东权利。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审议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罢免黄锦光先生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268,1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847％；

反对 12,7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6153％；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42,234,1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1.7877％；反对 12,72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1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罢免黄润明先生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268,1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847％；

反对 12,7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6153％；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42,234,1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1.7877％；反对 12,72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1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解聘董事会秘书黄润楷先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268,1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847％；

反对 12,7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6153％；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42,234,1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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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 91.7877％；反对 12,72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1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选举肖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肖誉先生获得有效选举票数 335,124,3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2074%。肖誉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肖誉先生获得中小股东的有效选举票数为

138,090,3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1136%。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02 选举霍振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霍振平先生获得有效选举票数 335,119,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059%。霍振平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霍振平先生获得中小股东的有效选举票数为

138,085,1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1102%。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指派王梦静律师、唐木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除《关于解聘董事会秘书黄润楷先生的议案》无效外，

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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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决议公告》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解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黄润楷先生的议案》、《关于

选举俞雷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肖誉先生、霍振平先生为公司

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张乃明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

于聘任肖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由副董事长俞雷先生紧急召集（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四条第

三款规定：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

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 15：5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

董事 6 人。其中独立董事朱志宏以通讯方式参加，独立董事方亚林缺席。本次董

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由副董事长俞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解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黄润楷先生的议案》 

同意：5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解聘黄润楷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职务。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俞雷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6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选举俞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俞雷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肖誉先生、霍振平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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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5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选举肖誉先生、霍振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第四届董

事会期满为止。肖誉先生、霍振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乃明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6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由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职位空缺，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完成新任董事会秘

书的聘任工作，在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前，由公司总经理张乃明先生代行董

事会秘书职务。张乃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肖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6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肖誉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第四届董

事会期满为止。肖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六）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中超控股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1），公告主要内容

如下： 

 “一、工商变更事项概述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召

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0 月 18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 

二、此次工商变更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根据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完成了工商变更并取得无锡市行政审



14 

 

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变更内容如下： 

法定代表人由原“黄锦光”变更为“俞雷”。 

三、现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250322184B 

住所：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俞雷 

注册资本：126,800 万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6 年 08 月 05 日 

营业期限：1996 年 08 月 05 日至******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电线电缆的制造、研制开发、销售、技

术服务；输变电设备、电工器材、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铜材、

铝材、钢材、合金材料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完整公告内容请详见《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银行账户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民事

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江苏中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8）、《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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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编号：2018-077）、《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1）。 

三、受托管理事务情况 

东北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在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通过现场检

查、访谈等方式获取相关诉讼及财务凭证等材料，分析以上事项对发行人偿债能

力及债券还本付息情况的影响。目前，公司发生诉讼事项导致被冻结的银行账户

已解除冻结，罢免或者更换部分董事、高管等议案已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通

过，新更换的管理团队成员主要为发行人原有从事电线电缆业务相关人员，以上

事项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暂未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但是如果后续股东

间的股权纠纷及风险事项进一步升级，可能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存在不利影响。东

北证券就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东北证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积极与发行人、发行人股东保持沟通，严格按照《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

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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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14 年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