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19-126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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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空龙翔”）

与其一致行动人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鑫资产”）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 162,541,69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9.47%。碧空龙翔累计被

冻结的股份数量为 149,383,805 股（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

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

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20），碧空龙翔所持有的公司

4,000 万股股份将在“阿里拍卖·司法”网（https://sf.taobao.com）公开拍

卖。2019 年 12 月 9 日，公司收到碧空龙翔及其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海鑫资产参与了上述司法拍卖并成功竞得。上述拍卖如若成功过户，碧空龙翔持

股情况将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

公司股份被动减持暨司法拍卖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7）。 

一、股东股份冻结基本情况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

控股股东碧空龙翔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钟葱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

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轮候起始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碧空龙翔 是 149,383,805 100% 17.90% 2019-12-05 
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 
涉诉 

钟葱 否 103,631,104 100% 12.42% 2019-12-05 
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 
涉诉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碧空龙翔 149,383,805 17.90% 149,383,805 100% 17.90% 

钟葱 103,631,104 12.42% 103,631,104 100% 12.42% 

3、其他事项 

（1）截至本公告日，碧空龙翔最近一年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如下：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情

况 

文书编号 
判决/裁定

日期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碧

空龙翔、钟葱等相关方的民间借贷纠纷,

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18,976.00 
已一审判

决 
  已判决 

（2018）京 03

民初 786 号 
2018-12-28 

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碧空龙

翔、钟葱等相关方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20,114.56 已裁定 
已和解撤回

申请 

(2019)京 03 执

352 号之一 
2019-6-25 

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碧空龙

翔、钟葱等相关方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20,114.56 已裁定 执行中 
(2019)京 03 执

恢 168 号 
2019-9-29 

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碧空龙

翔、钟葱等相关方的借款合同纠纷，由

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2,000.00 
已二审判

决 

维持一审原

判 

（2018）赣民终

664 号 
2018-11-26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碧空

龙翔、钟葱等相关方的借款合同纠纷案，
6,500.00 已裁定 

解除保全措

施 

（2018）京 04

民初 281 号之
2018-9-30 



 

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一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碧空龙翔、钟葱等相关方的交易纠纷案，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受理 

- 已裁定 

财产保全由

乌鲁木齐铁

路运输中级

法院执行 

（2018）新执保

44 号 
2018-9-10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与碧空龙翔、

钟葱等相关方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

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25,443.00 已裁定 
达成和解，

已终结 

（2018）京 02

执 461 号 
2018-7-16 

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碧空龙

翔、钟葱等相关方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

案，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25,443.00 已裁定 执行中 
（2018）京 02

执恢 82 号 
2019-6-1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碧空

龙翔、钟葱等相关方的借款合同纠纷案，

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6,500.00 已裁定 
申请保全措

施 

（2018）京 04

财保 28 号 
2018-6-25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与碧空龙翔、钟葱等

相关方的，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18,000.00 已裁定  -  

（2018）苏 01

民初 1017 号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因股票质押式回

购纠纷对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提起仲裁，由深圳仲裁委员会受理 

27,500.00 已裁决 执行中 
（2019）深国仲

裁 3728 号 

2019-10-1

0 

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借贷

纠纷起诉河南一恒贞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黄飞雪，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受理 

- 待判决 审判中 - - 

深圳市集锦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仲裁

申请保全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等，由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实施 

- 已裁定 已解除保全 - 2019-9-3 

嘉信通（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深圳市大凡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上

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钟葱等，

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5,800.00 执行中 - 
（2019）粤 03

执 3431 号 
2019-9-18 

深圳市前海荣伟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深圳市七里香开运金饰有限公

司、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钟葱等，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3,000.00 执行中 - 
（2019）粤 03

执 3408 号 
2019-9-16 

深圳市前海荣伟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深圳中港龙商贸有限公司、上海

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钟葱等，

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4,000.00 执行中 - 
（2019）粤 03

执 3398 号 
2019-9-16 

深圳市富汇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深

圳张万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上海碧空

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钟葱等申请仲

裁，由湛江仲裁委员受理 

5,000.00 待裁决 仲裁中 
（2019）湛仲字

第 1874 号 
- 

深圳市华达兴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对深圳 5,000.00 待裁决 仲裁中 （2019）湛仲字 - 



 

市卡尼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上海碧空龙

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钟葱等申请仲裁，

由湛江仲裁委员受理 

第 1875 号 

深圳市前海荣伟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对

深圳市萃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上海碧

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钟葱等申请

仲裁，由湛江仲裁委员受理 

5,000.00 待裁决 仲裁中 
（2019）湛仲字

第 1898 号 
- 

嘉信通（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对深

圳市一品翠珠宝有限公司、上海碧空龙

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钟葱等申请仲裁，

由湛江仲裁委员受理 

3,500.00 待裁决 仲裁中 
（2019）湛仲字

第 1899 号 
- 

深圳市前海荣伟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对

山东鲁滨首饰有限公司、上海碧空龙翔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钟葱等申请仲裁，

由湛江仲裁委员受理 

2,500.00 待裁决 仲裁中 
（2019）湛仲字

第 1900 号 
- 

嘉信通（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对深

圳张万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上海碧空

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钟葱等申请仲

裁，由湛江仲裁委员受理 

5,000.00 待裁决 仲裁中 
（2019）湛仲字

第 1901 号 
- 

深圳市前海荣伟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对

成都市海比利思珠宝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钟葱等

申请仲裁，由湛江仲裁委员受理 

5,000.00 待裁决 仲裁中 
（2019）湛仲字

第 1902 号 
- 

（2）碧空龙翔最近一年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 

（3）公司与碧空龙翔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

碧空龙翔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碧空龙翔控股股东将积极通过合法途径维持公司稳定，同时，公司现任

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将积极采取措施，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有序开展，维护公司稳

定发展，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二、备查文件 

结算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