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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8    证券简称：惠程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4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收到《关于对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21】第 53 号），现公司就关注函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2021 年 1月 29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自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称，经自查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截至披露日，占用余额为 30,182.91 万元。公司控

股股东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在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披

露前（2021 年 4 月 30 日之前）将尽快通过以现金、现金等价物或其它优质资产

以资抵债等多种形式积极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并尽量在一个月之内偿还上述占

用资金。 

1、请以列表形式逐笔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占用时间、金额、主体、方式、原因、日最高占用额、归还

情况等，并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已就公告中所述对外投资、资金划转等事项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公司在自查中发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经初步统

计核查，截至本回复函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归还公司非经营性占

用资金 31,015.42 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6,067.49 万元，详情请见公

司于 2021年 1月 29日、2月 18日、2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索引：2021-005、2021-015、2021-023。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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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公司控股股东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截至本回复函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累计向公司归还31,015.42万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余额为6,067.49万元。

序

号 
交易对方 实际占用主体 占用时间 占用金额（万元） 占用方式 占用原因 

日最高占用

额（万元） 

归还情况

（万元） 

1 
武汉君达合智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 9

月 5日 
4,000.00 

长期股权投

资款 

代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偿还债务 
4,000.00 4,000.00 

2 
深圳市利汇春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 9

月 29日 
4,000.00 

长期股权投

资款 

代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偿还债务 
4,000.00 4,000.00 

3 
北京芝士星球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 9

月 17日 
3,100.00 

长期股权投

资款 

代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偿还债务 
3,100.00 3,100.00 

4 
共青城丰帆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 12

月 31日 
13,500.00 银行汇款 

代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偿还债务 
13,500.00 13,500.00 

5 
共青城惠智网联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 9

月 4日至

2020年 12

月 18日 

因惠智网联尚未进

行清算，经初步测

算，占用的惠智网联

尚待分配给喀什中

汇联银的投资款为

12,482.91万元 

待分配投资

款投资款 

代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偿还债务 

12,482.91

（具体金额

以后续惠智

网联实际清

算结果为

准） 

6,415.42 

— —— 合计 —— 37,082.91 —— —— 37,082.91 31,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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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就相关事项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 

截至本回复函披露日，公司就上述事项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情况如下： 

1、2019年9月，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公司子公司喀什中汇联银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中汇联银”）以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向武汉

君达合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达合智”）进行增资、以不超过人民

币4,000万元向深圳市利汇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汇春”）进行增资、

以不超过人民币3,450万元向北京芝士星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芝士

星球”）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喀什中汇联银持有君达合智20%的股权、持有利

汇春20%的股权、持有芝士星球30%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9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市惠程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不

构成重大对外投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2、2019年12月，公司子公司中汇联银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代控股子

公司上海旭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旭梅”）垫付业务推广费，向

共青城丰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帆投资”）支付了人民币

1.35亿元，属于日常经营业务故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2020年9月至12月，共青城惠智网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惠

智网联”或“产业并购基金”）将待分配给喀什中汇联银的投资款12,482.91万

元（因惠智网联尚未进行清算，该金额为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划转至公司控股

股东的关联方，上述款项为惠智网联投资的清大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清大智能”）、星邦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邦互娱”，

原名“成都玖壹叁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回购款。 

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喀什中汇联银作为有限合伙人出

资设立、增资产业并购基金，产业并购基金投资清大智能、星邦互娱及后续进展

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至2020年9月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索引：2018-133、2018-136、

2018-156、2018-164、2019-012、2019-017、2019-031、2019-053、20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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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8。 

 

2、请你公司结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说明其偿

还占用资金的相关承诺是否具有可行性并及时披露还款进展。 

公司回复：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驰惠程的母公司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信中利”）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信中利实现

营业总收入 7.29亿元，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74亿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54亿元；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信中利总资产 76.19

亿元，净资产 46.6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0.49亿元。公司控股股

东及关联方拟通过融资借款、处理资产、应收账款回款等多种方式归还占用资金。 

截至本回复函披露日，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关联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归还的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31,015.42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2

月 18 日、2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5、2021-015、2021-023）。目前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已按照

出具的承诺切实执行相关还款计划，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将继续积极筹措资

金，尽快偿还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消除影响。公司也将全力督促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努力筹措资金，落实还款计划，尽快偿还占用公司的资金。 

综上所述，结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其偿还占用

资金的相关承诺具有可行性，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则，及时披露了还款进展。 

 

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事项是否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第 13.3 条、第 13.4 条规定的风险警示情形，如是，请公司根据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6 条及其他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并披露，并及时提

交股票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公司答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13.3条的规定“上

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五）公司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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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第 13.4条的规定“本规则第 13.3条第（五）项所述‘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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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上市公司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

月内解决的： 

（一）公司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的余额在一千万元以上，

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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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千万元以上，或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5%以上。” 

截至本回复函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累计向公司归还 31,015.42

万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6,067.49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15%。公司控股股东中驰惠程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

于解决资金占用情况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1、在惠程科技 2020 年年度报

告披露前（2021 年 4 月 30 日之前），将尽快通过以现金、现金等价物或其它优

质资产以资抵债等多种形式积极解决资金占用问题，且尽量在一个月之内偿还上

述占用资金；2、未来，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占用惠程科技的资金。”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正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筹措资金，以加快剩余

占用资金的还款进度。如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未能在 2021 年 3 月 1 日（含本

日）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

订）》第 13.4的规定，该事项将触发 “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股票将自 2021 年 3 月 2 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一天，自 2021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自 2021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将继续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上述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余额、消除影响。公司也将全力督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努力筹措资金，

落实还款计划，尽快偿还占用公司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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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你公司全面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资

金占用、违规担保、重大诉讼仲裁、账户冻结、股份冻结、债务逾期、关联交

易等，如存在，请补充披露。 

公司答复： 

公司经自查，截至本回复函披露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季娱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季娱”）、控股子公司哆可梦、上海旭梅部分银行账户存在

涉诉被冻结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主体 开户行 账号 
账户类别（基本

户/普通户） 

实际被冻结账户

金额（万元） 

上海季娱网络

科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南

翔支行 
310******854 基本户  9.88 

成都哆可梦网

络科技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成都武

阳大道支行 
741******798 基本户 84.81  

中信银行成都武

阳大道支行 
741******774 一般户 25.46  

建设银行成都新

华支行 
510******937 一般户 24.91  

浦发银行深圳横

岗分行 
792******240 一般户 6.59  

上海旭梅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南

翔支行 
310******021 基本户 1,615.47  

招商银行广州科

技支行 
120******701 一般户 178.50  

中信银行武阳大

道支行 
811******803 一般户 5.34  

合计  —— ——  ——  1,950.97 

上述公司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具体原因如下： 

1、因商业合作及结算纠纷，广州天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哆可

梦（案号：（2020）粤 0106 民初 38608 号），申请冻结了哆可梦在中信银行成都

武阳大道支行、建设银行成都新华支行及浦发银行深圳横岗分行等 4 个银行账户，

申请冻结金额 1,560.03万元。 

2、因商业合作纠纷，广州赤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上海旭梅、

哆可梦（案号：（2020）粤 73 知民初 1818 号、（2021）粤知民初 1 号），申请冻

结了哆可梦在中信银行武阳大道支行 1 个银行账号及上海旭梅在建设银行上海

南翔支行、中信银行成都武阳大道支行、招商银行广州科技支行等 3个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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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冻结金额 11,338.08万元。 

3、因商业合作纠纷，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上海旭梅、

哆可梦（案号：（2020）粤 73 知民初 2495 号、（2021）粤 73 执保号 20 号），申

请冻结了哆可梦在中信银行成都武阳大道支行 1 个银行账号，申请冻结金额

1,196.90万元。 

4、因商业合作纠纷，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上海季娱（案

号：（2020）粤 73知民初 2496号），申请冻结了上海季娱在建设银行上海南翔支

行 1个银行账号，申请冻结金额 343.44万元。 

截至 2021年 2 月 26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银行账户被申请冻结的金额

为 14,438.3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净资产（2019 年 12 月 31 日）

的 7.51%，公司（含控股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实际冻结金额为 1,950.97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净资产（2019年 12月 31日）的 1.01%，该事项对公

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和业务未产生实质性影响，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

管理和业务运行正常。 

此外，被冻结银行账户数量占哆可梦已开立银行账户总数的不超过 20%，且

大部分不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的主要结算账户，未对哆可梦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开展，未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年修订）》第 11.11.3“（八）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及第 13.3 条“（三）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所述情形。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