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175        证券简称：退市美都        公告编号：2020-091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被冻结或受限情况的进展公告 

 

 

 

重要风险提示: 自上市公司陆续发生资产被冻结及违规担保情形后，上市公

司建立了针对上市公司诉讼、资产冻结情况的自查机制，截至目前，（1）上市公

司累计被冻结账户余额为 19.74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0.0014%；（2）上市公司被被冻结的子公司（含联营企业）股权认缴出资额合计

191,214.75 万元。目前，上市公司仍然面临较大的债务违约风险。由于债务逾

期，公司未来仍将持续面临诉讼、仲裁、资产被冻结等不确定事项。 

一、上市公司新增资产冻结或受限情形 

截止 2020 年 7 月 17 日，经上市公司自查，与前期公告相比（详见公告：

2020-072 号），上市公司新增资产被冻结或涉诉情形如下： 

（一）（2020）浙 0522 执 2070 号 

2019 年 12 月 25 日，新湖中宝与公司签署《担保协议书（2019-1）》，同意

为美都能源向兴业银行本金总额不超过 4000 万元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反担保

人为：美都能源其子公司长兴美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都置业”）、美都

能源实际控制人闻掌华先生，其中：（1）美都置业提供其所有的浙江省长兴县雉

城街道明珠路 30-1、30-2、30-3 号等 24 套商业房产（现存 22 套）向新湖中宝

设定抵押并完成相关登记手续（抵押物评估价值合计为 7040.4767 万元）；（2）

闻掌华先生自愿承担无限连带反担保责任。 

2020 年 5月 25日，受整体市场环境及公司被实施风险警示的影响，公司由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于经营活动的资金紧张无法及时向兴业银行清偿剩余 2620 万元贷款，故新湖中

宝于 5月 27日按照担保协议为公司代偿本息约 2636万元。（详见公告：2020-064

号） 

截止目前，经法院调解，上市公司已与新湖中宝达成协议，上市公司应向对

方偿付本息，并承担本案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费，若上市公司未能履行

上述付款义务，则对方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有权以抵押物折价或以变卖、

拍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对方仍有权向上市公司、闻掌华追偿。综

上，上市公司目前已因该案件已被列入被执行人，执行金额约 2731 万（贷款本

息、律师费、诉讼费等），上市公司正积极与新湖中宝、法院等协商处理执行抵

押物事宜，解决该诉讼案件。 

（二）（2020）浙 01 民初 1129 号 

2017 年 1月 18日，上市公司为收购上海德朗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股权，发

起成立德清美都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浙商金汇信托作为优先

级有限合伙人出资 29677.6 万元，用于股权收购款，到期日为 2020 年 1 月 17

日。后续，因上市公司未能按期向浙商金汇信托偿付上述出资款，导致上市公司

被起诉、相关资产被冻结、查封。（详情详见公告编号：2020-072号） 

截止 2020年 7月 17日，因本案件新增股权冻结情况如下： 

名称 上市公司持股比例 
被冻结股权认缴出

资额（万元） 
被执行人 执行裁定书文号 

浙江美都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90% 180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

初 1129 号 

湖州凤凰东园

建设有限公司 
90% 9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

初 1129 号 

浙江恒升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100% 200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

初 1129 号 

德清美都建设 100% 300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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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初 1129 号 

德清美都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100% 200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

初 1129 号 

美都能源德清

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0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

初 1129 号 

    截止公告日，上市公司尚未收到法院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关于

该案件的相关基本情况及原因详见上市公司公告 2020-072 号。后续，上市公司

将持续跟进，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资产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累计被冻结资产情况： 

（一）上市公司资金账户冻结情况 

序

号 

账户名

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实际已冻结金额（万元） 

1 
美都能

源 

工行杭州分行营业

部 

120202110990005233

9 
基本户 

 10.58  

2 
美都能

源 
工行德清县支行 

120528001900101390

9 
一般户 

 0.00  

3 
美都能

源 
工行杭州白马支行 

120200211990000873

0 
一般户 

 0.06  

4 
美都能

源 
浦发银行德清支行 52030155200000013 一般户 

 0.96  

5 
美都能

源 

浦发银行杭州求是

支行 
95180155200000323 一般户 

 0.69  

6 
美都能

源 

华夏银行杭州西湖

支行 
10455000000079637 一般户 

 0.89  

7 
美都能

源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

行 
392264328235 一般户 

 0.45  

8 
美都能

源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营业部 

331001001012010058

0253 
一般户 

 0.30  

9 
美都能

源 
农行德清支行 19130101040022161 一般户 

 0.39  

10 
美都能

源 
华夏北京望京支行 10280000001180510 一般户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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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都能

源 
建行德清支行 

330016473270530167

83 
一般户 

 5.03  

合计  19.74 

（二）上市公司持有的子公司和联营企业股权冻结如下： 

名称 
美都能源 

持股比例 

被冻结股权认缴

出资额（万元） 
被执行人 执行裁定书文号 

美都新能动力贸

易（杭州）有限

公司 

100% 10,000 美都能源 
（2020）京 01

财保 51 号 

浙江美都墨烯 

科技有限公司 
100% 50,000 美都能源 

（2020）京 01

财保 51 号 

美都能源德清 

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00 美都能源 

（2020）京 01

财保 51 号、

(2020)皖 03 执保

23 号、（2020）

浙 01 民初 1129

号 

美都金控（杭 

州）有限公司 
100% 100,000 美都能源 

（2020）京 01

财保 51 号、

(2020)皖 03 执保

23 号 

浙江美都置业有

限公司 
49% 9,80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初 1129 号 

海南宝华海景大

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100%（出资额：

10055 万元人民

币） 

2524.75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初 1129 号 

浙江美都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90% 180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初 1129 号 

湖州凤凰东园建

设有限公司 
90% 9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初 1129 号 

浙江恒升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100% 200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初 1129 号 

德清美都建设有

限公司 
100% 300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初 11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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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美都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100% 2000 美都能源 

（2020）浙 01

民初 1129 号 

合计  191214.75   

（三）其他资产冻结情况 

上市公司在上海德朗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处享有的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款

11504 万元，冻结期限 2 年（2020 年 6 月-2022 年 6 月），冻结法院为安徽省蚌

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上述子公司及联营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暂未受到上

述冻结事项的影响，上市公司将尽快解决上述资产冻结事宜，减少对上市公司的

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1、目前，上述资产被冻结事项暂未对上市公司、上述子公司及联营企业的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尽快核实、解决上述冻结事宜，减少对

上市公司的影响。  

2、受此事件影响，上市公司未来可能面临诉讼、仲裁、资产被冻结等不确

定事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相关进展或重大变化，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其他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定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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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7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