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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ST)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鉴于公司目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除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威集团”或“控股股东”）已经支付和资产被司法拍卖后划扣的金额
外，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计可能需承担的担保
责任金额为 24,417.06 万元，占 2019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的 30.82%。公司目前正在积极与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商解除保证义务事宜，
公司控股股东正在以司法拍卖有关资产的形式对债权人进行偿付，同时有两个案
件债权人已撤回对公司的执行申请，公司预计可在一个月内解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第 9.4 条第（四）项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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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5 条第（二）
项的规定，“上市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余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在 5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0%以上。”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
如若公司不能在 2021 年 1 月 29 日前(含 1 月 29 日）解决上述违规担保事项，
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关于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事项及主要原因
公司目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除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德威集团”或“控股股东”）已经支付和资产被司法拍卖后划扣的金额外，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计可能需承担的担保责任
金额为 24,417.06 万元，占 2019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82%，可能构成《上市规则》第 9.4 条第四项情形及第 9.5 条第二项所述情形。
（一）违规担保事项的情况
公司经询问控股股东德威集团并通过德威集团获得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民事调解书（2020）苏 05 民初 140 号、
（2020）苏 05 民初 141 号、
（2020）
苏 05 民初 142 号、（2020）苏 05 民初 143 号。根据上述 4 份民事调解书所述，
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2017 年 12 月就公司控股股东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
股票质押业务及苏州乾威电气实业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授信业务违
规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2017 年 12 月，公司控股股东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洽谈股票质押业务，
融资主体为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股数为 1,180 万股。南京银行苏州
分行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股票质押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4,300 万元，且需要公司对德威集团之前的商品房抵押授信 4,300 万元提供担保，
两项担保金额合计为 8,6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
苏州分行的要求，并取走公司公章，在相应的担保合同上盖章形成违规担保。
2、2017 年 12 月，公司控股股东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洽谈股票质押业务，
融资主体为苏州德超制冷配件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股数为 1,910 万股。南京银行
苏州分行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股票质押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额
度 7,0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要求，
并取走公司公章，在相应的担保合同上盖章形成违规担保。
3、2017 年 12 月，公司控股股东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洽谈股票质押业务，
融资主体为苏州伊泰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股数为 1,910 万股。南京银
行苏州分行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股票质押业务提供担保，担保
额度 7,0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要求，
并取走公司公章，在相应的担保合同上盖章形成违规担保。
2019 年 11 月，由于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及银行授信违约，南京银行苏州
分行将上述股票质押债权及上述授信不良债权一并转让给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并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债权转让公告。随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将控股股东持有的本公司 5,000 万股股票进行司法拍卖，拍卖合计

成交金额为 13,867 万元，同时于 2020 年 11 月-2020 年 12 月对控股股东持有的
商品房进行了拍卖，拍卖合计成交金额为 5,135.05 万元，合计清偿债务
19,002.05 万元。
4、2016 年公司控股股东因对外投资需要资金，其找到苏州乾威电气有限公
司的相关负责人，请苏州乾威电气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同时控股股东将其拥
有的太仓的相关商品房作为抵押担保品，经对方同意后，公司控股股东通过苏州
乾威电气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1 亿元的综合授信，南京银行苏州分
行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公司控股股东
相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要求，并取走公司公章，在相应的担
保合同上盖章形成了违规担保。
2019 年 11 月，由于上述主体授信业务违约，南京银行苏州分行将上述债权
转让给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债权转让公告。
随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12 月将控股股东持有的商品房进行司
法拍卖，拍卖合计成交金额为 10,516 万元。
经法院调解，各方当事人于 2020 年 3 月 6 日达成和解，公司需要对上述四
笔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意识不足，取走公司公章并在相应
笔录上盖章。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均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案件编号（2020）苏 05 执 256 号（对应民事调解书（2020）苏 05 民初 143
号）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撤回对公司的执行申请。该案件已执行 4,979.84 万
元并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终结执行；案件编号（2020）苏 05 执 257 号（对应民
事调解书（2020）苏 05 民初 140 号）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撤回对公司的执行
申请。该案件已执行 4,934.84 万元并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终结执行；剩余两个
案件对应的资产已部分处置完成，拍卖所得款项合计 18,715.65 万元。
担保情况如下表：
法院判决需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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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余额（万
担的担保金额

号

号

元）

金额（万元）

元）
（万元）

1

德威投资集团有 [2020]苏 05 民 （2020）苏 05

4300

0（注 1）

8547.08

8547.08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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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限公司

初 1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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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执行裁定书编号（2020）苏 05 执 258 号已于 2020 年 8-12 月对公司控股股东的相应资产进行了
拍卖，拍卖成交额为 8203 万元，目前法院正在对拍卖成交的金额进行清算，清算完毕后法院将剩余的金额
支付给债权人。
注 2：执行裁定书编号（2020）苏 05 执 259 号已于 2020 年 8-12 月对公司控股股东的相应资产进行了
拍卖，拍卖成交额为 10512.6 万元，目前法院正在对拍卖成交的金额进行清算，清算完毕后法院将剩余的
金额支付给债权人。

二、公司相关应对措施
公司目前的违规担保事项中有四笔涉诉，公司已委托律师处理因违规担保而
产生的诉讼事宜，公司目前正在与债权人就免除公司的担保责任进行协商，公司
预计在一个月内进行解决。如若公司不能在 2021 年 1 月 29 日前(含 1 月 29 日）
解决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同时，公司控
股股东德威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解决上市公司违规
担保等问题，筹措资金解除担保并尽快偿还有关债务，公司控股股东正在以司法
拍卖有关资产的形式对债权人进行偿付。针对周建明先生提出的违规担保解决方
案，公司及董事会将尽早评估并组织专人负责跟踪与落实。公司及董事会将积极
采取包括司法手段在内各种措施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
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