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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4                 证券简称：大富科技                公告编号：2019-080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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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0 日收到《关于对深

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9】第 266 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要求说明广州大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凌实业”）的相关情况，公司已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回复，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对大凌实业提供借款时，是否要求大凌实业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借款或提供担保责

任，如无，请说明理由及合理性。 

前期公司对大凌实业提供借款时没有要求大凌实业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借款或提供担保

责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7.1.5 条规定“上市公司为其持

股比例不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资金等财务资助的，该控股子公司、参股公

司的其他股东原则上应当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如其他股东未能以同等条件

或者出资比例向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或者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应当说明原因并披露上

市公司已要求上述股东采取的反担保等措施。”公司持有大凌实业 51%的股权，不属于规范

运作指引提到的“不超过 50%”的范畴，因此公司当时向大凌实业提供借款时未要求大凌实业

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借款或提供担保责任。 

二、大凌实业从银行及你公司所借资金的具体用途及最终流向，是否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凌实业向公司的借款 8,000 万元，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向公司借

款 2,000 万元，2015 年 5 月 29 日向公司借款 3,000 万元，2015 年 6 月 11 日向公司借款

3,000 万元。大凌实业上述借款主要用于归还前期因日常经营所需产生的银行借款约 1,700

万元、支付供应商货款及经营性费用约 2,500 万元、分红款约 3,800 万元等。 

2018 年大凌实业向浦发银行的借款 2,280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等日常生产经

营活动。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会计师仍在现场核查相关事项，部分数据暂时未能获取，待会计

师进一步核实并发表核查意见。 

三、大凌实业 2015 年至今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是否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通过大凌实业变

相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大凌实业 2015 年至今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信息如下： 

2015 年： 

前五大客户 前五大供应商 

深圳市天珑移动技术有限公司 WPI International(HK)Ltd 世平国际（香港） 

硕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OmnivisionTechnologies Singapore.Ltd 

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o Asia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HK) Ltd 

中兴通讯（杭州）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大立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飞科技有限公司 AVP Electronic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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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前五大客户 前五大供应商 

硕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Co Asia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HK) Ltd 

深圳市天珑移动技术有限公司 WPI International(HK)Ltd 世平国际（香港） 

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大立光电有限公司 

重庆红辣椒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奇胜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誉飞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前五大客户 前五大供应商 

硕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擎亚科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禾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WPI International(HK)Ltd 世平国际（香港） 

深圳市闻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大立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奇胜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吉而泰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市三协精密有限公司 

2018 年： 

前五大客户 前五大供应商 

英望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曾用名硕诺科技） 擎亚科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禾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世平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讯海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大根（东莞）光电有限公司 

惠州市美特伦科技有限公司 湘海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  

前五大客户 前五大供应商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擎亚科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米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通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大根（东莞）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无线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市迅海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世平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经自查，大凌实业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通过大凌实业变相侵占上

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会计师仍在现场核查相关事项，部分数据暂时未能获取，待会计

师进一步核实并发表核查意见。 

四、前期与大凌实业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借款利息、违约条款、担保措施以及争议解

决方式等信息。 

公司与大凌实业签署《借款合同》，相关信息如下： 

1. 借款期限：借款人每笔借款的借款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2. 借款利率：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3. 违约条款：借款人不按期偿还借款本金或不按期支付利息的或不按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

借款的，构成违约责任。 

4. 担保措施：《借款合同》未约定。2018 年 9 月，为了保障公司的利益并敦促大凌实业按

照约定确认及返还债务，公司与大凌实业签署了《债务返还及担保协议》，约定大凌实

业将其名下房产、土地交付给公司处置，作为还款保障。 

5. 争议解决：《借款合同》约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

商解决，双方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由该会按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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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2018 年 9 月，公司与大凌实业签署了《债务返还及

担保协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各

方协商解决，各方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深圳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五、前期对大凌实业提供借款的内部审议程序和贷后管理制度，以及下一步拟采取的回款保

障措施。 

大凌实业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履行的内部借款程序如下：由子公司

提出借款申请，子公司总经理审批后，经公司财务总监、总经理、董事长审批后提供借款。 

公司投资大凌实业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的子公司管理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向大凌

实业委派董事、监事，参与其重大事项的管理审议。同时，按照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和对

外披露财务会计信息的要求，以及公司财务部门对报送内容和时间的要求，大凌实业向公司

报送财务报表和提供会计资料等。 

2016 年大凌实业由于传统模组市场竞争激烈、传统模组盈利空间狭小，导致业绩下滑，

但仍有盈利，为了增加企业竞争能力，大凌实业实施转型并开发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为了

支持大凌实业转型、确保上市公司利益的实现，公司对于大凌实业到期借款进行了多次口头

催收，但未诉诸法律手段。同时大凌实业通过向银行融资，解决运营资金，以进一步推进转

型及新业务开展。2018 年 4 月，大凌实业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收入约 2.4 亿元，同比下

降约 32%，净利润亏损约 2,850 万元。由于大凌实业在 2015 年收购之后出现首次亏损。在

综合分析市场预期和后期经营好转不明朗的情况下，大富科技为了保障公司的利益，敦促大

凌实业提升经营能力并尽快返还债务，2018 年 9 月，公司与大凌实业签署了《债务返还及担

保协议》，约定大凌实业将其名下房产、土地交付给公司处置，作为还款保障。期间，公司

多次通过电话及口头的方式向大凌实业进行款项催收，与大凌实业其他股东讨论股权转让方

案以解决债务问题，但至今未能达成一致。 

近期，为了最大限度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了

财产保全，该案已立案受理。公司将积极跟进案件进展，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催收。 

六、请你公司结合大凌实业资产负债情况以及公司所采取的保全措施情况，分析说明大凌实

业借款的回收风险以及预计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 

2019 年 4 月，大凌实业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其净资

产为-3,571.34 万元；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大凌实业的总资产约 10,800 万元,负债总额

约 15,800 万元，净资产约-5,000 万元（未审计）。 

由于大凌实业至今未偿还借款，公司已及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

保全。根据广东南粤房地产与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出具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大凌

实业目前的土地、房产等资产总价值为 6,695.80 万元，公司初步估算在偿还银行贷款等相关

债务后，不足以覆盖公司的借款及相应利息。根据大凌实业经营状况，大凌实业停止经营对

借款的偿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预计将产生 7,000 万元-10,000 万元的借款坏账损失。 

重大风险提示：目前大凌实业面临多方债务违约、多项诉讼纠纷、员工大规模离职等问

题，现已停产歇业；公司向大凌实业提供的借款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公司可能计提大额资

产减值损失，直接影响公司当期及后期的利润。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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