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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 

及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公告前，公司总股本为 449,943,563 股。 

2、截止 2020 年 11月 9日，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银禧科技”）控股股东石河子市瑞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瑞晨投资”）及一致行动人谭颂斌先生（实际控制人）合计控制公司股份

93,238,6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2%；合计质押股份数 85,082,812 股,占其合

计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1.25%，占公司总股本的 18.91%。 

3、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控股股东瑞晨投资直接持有的银禧科技无限售

流通股份24,529,900股（占瑞晨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8.80%，占公司总

股本的5.45%），本次拍卖为第二次拍卖。 

4、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

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

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近日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查

询获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1月23日10时至2020年11月24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瑞晨投

资持有的本公司24,529,900股股份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此外，公司近日通过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行人在线业务办理系统查询到公司实

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所持有的银禧科技股票新增被轮候冻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新增被轮候冻结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公

司控股股

东 

是否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 

轮候冻结数

量（股） 

轮候冻结股

份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轮候冻结股

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轮候机关 

谭颂

斌 
否 否 1,217,757 15.10% 0.27% 

上海金融

法院 

经问询实际控制人，截至目前，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尚未收到具体轮候冻

结资料。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的情况 

1、谭颂斌本次新增被轮候冻结股份数为 1,217,757 股，轮候机关为上海金融

法院。 

2、截至 2020 年 11 月 9 日，瑞晨投资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85,175,892 股，占

公司总股本 18.93%。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83,992,812 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的 98.61%,占公司总股本 18.67%；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 83,994,692 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 98.61%，占公司总股本 18.67%。 

截至 2020 年 11 月 9 日，瑞晨投资所持有银禧科技股份有五次被轮候冻结的

情况，五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合计为 261,481,686 股。 

3、截至 2020 年 11月 9日，谭颂斌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8,062,757 股，占公司

总股本 1.79%。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1,09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3.52%，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为 1,217,757 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的 15.10%，占公司总股本的 0.27%。 

截至 2020 年 11 月 9 日，谭颂斌所持有银禧科技股份有四次被轮候冻结的情

况，四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合计为 4,743,271 股。 

 

三、本次将被司法拍卖股东股份的基本情况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10时至2020年10月13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阿里拍卖·司法”网络平台上对



瑞晨投资持有的本公司24,529,900股份进行公开拍卖，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页面显示的拍卖结果，该次拍卖流拍，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2日、2020年

10月1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

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

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阿里拍卖·司法”网络平台显示：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

11月23日10时至2020年11月2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司法”

（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瑞晨投资持有的本公司

24,529,900股股份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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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9,900 2.74%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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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日 1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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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日 10

时 

河南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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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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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000 26.06% 4.93% 

合计 24,529,900 28.80% 5.45% 

本表格中如部分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该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四、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拍卖的情况 

经查，截止目前，除上述瑞晨投资即将被司法二次拍卖的股份 24,529,900

股外，华福证券对瑞晨投资持有的银禧科技 32,961,664 股股权质押担保融资的债

权已于 2020 年 8月 20日被竞拍成功，瑞晨投资的一致行动人谭颂斌先生（公司

实际控制人）持有的银禧科技 24,780,000 股股权已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被竞拍成

功，并已 2020 年 10 月 21 日完成股票过户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月 21 日、2020 年 9 月 16 日、2020 年 10 月 2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应付债权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

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进展的公告》、《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冻结暨司法

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的提示性公告》。 



 

五、其他风险提示 

1、若本次瑞晨投资即将被拍卖的 24,529,900 股股份竞拍成功，瑞晨投资及

谭颂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将减少至 68,708,7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7%。

本次瑞晨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拟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造成影响。若上述拍卖成交完成，可能存在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的风险。公司

将持续关注本次拍卖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裁定、股

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股东结构发生变化，导致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动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相关情形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并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瑞晨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谭颂斌先生存在的

逾期债务及诉讼情况如下： 

（1）2018年12月，石河子市瑞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瑞晨投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公司股东周娟女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因金融借款合同存在纠纷，浦发银

行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金融借款合同涉及的本金为13,590

万元，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瑞晨投资实际控制人谭

颂斌先生偿还融资本金8,070元以及利息等。瑞晨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

已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瑞晨投

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公司股东周娟女士与浦发银行已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浦发银行已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根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出具的《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苏05执429号之一】，

江 苏 省 苏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已 在 “ 阿 里 拍 卖 · 司 法 ” 网 络 平 台

（https://sf.taobao.com）对谭颂斌持有的银禧科技（证券代号300221）2,478

万股股票启动拍卖流程，该股权已于2020年9月16日被成功竞拍，该次拍卖涉及的

2478万股已于2020年10月21日过户完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所涉债务已清

偿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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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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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诉讼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终审判决,

判决瑞晨投资偿还融资本金187,999,817.40元以及利息等，瑞晨投资实际控制人

谭颂斌先生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阿里拍卖·司

法”网络平台对瑞晨投资持有的银禧科技（证券代号300221）24,529,900股股票

于2020年10月12日10时至2020年10月13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

行公开拍卖，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页面显示，该次拍卖结果为流拍，近

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1月23日10时至2020年11月24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次拍卖。 

（3）2019年11月，瑞晨投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福证券”）因保证合同纠纷存在仲裁，华福证券向中国广州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该案所涉保证合同系本次披露的诉讼中股票回购合同之从合同，

该业务涉及的融资金额为23,400万元，目前仲裁委已对本案作出裁决，裁决瑞晨

投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应对瑞晨投资拖欠的融资本金211,799,169.4元以及

利息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2019年10月，瑞晨投资与华福证券因股票回购合同存在纠纷，华福证券

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事宜与第四项仲裁均因瑞晨投资与

华福证券的股票回购合同纠纷产生，但起诉/仲裁主体不同，所涉及的诉讼请求金

额相同。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0日对外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涉诉的公告》，近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就此案作出一审裁决。针对诉

讼（3）、（4）华福证券已委托兴业银行对华福证券对瑞晨投资质押融资的贷款项

目债权（该项目对应的瑞晨投资所持有的银禧科技股份数为32,961,664股）在淘

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启动拍卖流程，目前该债权已于2020年8月20日被成功竞

拍。 

（5）2019年12月，瑞晨投资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关于质押式证券回购存在诉讼，光大证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该业务涉及

的融资金额为9,900万元，该案讼争的融资本金为8,670万元，目前上海金融法院

已开庭审理，并作一审裁决。瑞晨投资不服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目前已撤回上诉。 

（6）2019年12月，瑞晨投资与光大证券因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存在诉讼，光大

证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该案讼争的融资本金为42,015,745.53元，目前已

开庭审理。 

（7）2020年3月，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公司股东周娟与浦发银行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存在诉讼，浦发银行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讼争的融

资本金为4,020万元，双方达成调解，目前该笔债务已清偿完毕。 

（8）2020年4月，瑞晨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公司）、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

城支行因借款合同纠纷存在纠纷，高新投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该业务涉及的融资金额为10,000万元，该案讼争的融资本金为10,000万元。

该案件目前已开庭审理。 

（9）2020年5月，瑞晨投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公司股东周娟女士与浦

发银行因金融借款合同存在纠纷，浦发银行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该金融借款合同涉及的本金为1,400万元，双方达成调解，目前该笔债务已清偿完

毕。 

（10）2020年10月，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资

融券交易存在纠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该案讼争

的融资本金为人民币73,904,833.82元，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综上，诉讼（1）、（7）、（9）诉讼涉及的债务已清偿完毕，瑞晨投资及其实际

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名下已通过判决、裁决确认的债务本金以及已诉讼未经判决确

认的债务本金合计为702,419,566.15元。 

4、控股股东瑞晨投资及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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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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