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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1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2021-100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关注函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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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禧科技”或“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

关注函〔2021〕第 32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

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并回复如下: 

一、请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并向主要股东核实是否存在改变公司

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结合前十大股东通过委任董事等方式参与经营管理

的情况等说明你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及内部决策

可能产生的影响，充分提示相关风险并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如下： 

1、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

户前 N名明细数据表》，2021 年 7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银禧集团有限公司 18,023,900 4.08 

2 石河子市瑞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637,328 3.31 

3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阿杏世纪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406,100 1.00 

4 谭颂斌 4,280,614 0.97 

5 
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拓牌兴丰 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700,100 0.84 

6 法国兴业银行 3,543,800 0.80 

7 UBS AG 2,848,267 0.64 

8 林登灿 2,330,700 0.53 

9 胡湘西 2,280,300 0.52 

10 彭庆贵 2,068,600 0.47 

注：本表格中持股比例中，总股本数是按照公司最新总股本 442,303,654 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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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书面及电话询问除瑞晨投资和谭颂斌先生以外的前 5大股东，其中上海拓牌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书面回复：“拓牌资管及旗下的拓牌兴丰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目前

不存在改变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亦不存在股东通过委任董事等方式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其他股东目前书面或口头回复“目前及未来十二个月内，

不存在改变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亦不存在股东通过委任董事等方式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 

2、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构成情况 

（1）董事会构成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目前董事会成员为 9人，其组成如下： 

1）独立董事 3人分别为：谢军、章明秋、肖晓康； 

2）非独立董事 6 人，其中股东代表董事 3 人，分别为：周娟、林登灿、谭文钊；

职工代表董事 3人：张德清、李刚、黄敬东。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均由公司职工代表提名并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非职工

代表董事虽由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谭颂斌提名，但其选举均经过了提名委员会提名及审

查，并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公司各董事均独立、公正履职，且公司董事

谭文钊、周娟、林登灿、黄敬东、张德清在公司服务年限均超五年，非独立董事章明秋、

肖晓康在公司服务年限超三年，董事会成员较为稳定。 

（2）公司监事会构成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目前监事会成员为 3人。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叶建中、罗

丹风）和一名股东代表监事（王志平），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提名并经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股东代表监事并经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3人，分别为总经理林登灿、财务总监顾险峰、董事会秘书

郑桂华，目前三人在公司服务年限均超 5年。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构成较为稳定。 

3、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及内部决策的影响以

及应对措施 

（1）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对日常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谭颂斌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负责公司战略规划事宜，公

司日常经营管理均由公司总经理林登灿先生负责，此外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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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公司已形

成了内部信息报送、日常事项审批、经营决策落实等各方面较为成熟的管理体系，并拥

有独立完整的研发、供应链、生产、销售等业务体系，且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

理人员构成较为稳定。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后，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

有独立经营的能力。  

（2）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对公司治理及内部决议不会产生不利

影响 

公司已经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健全的组织机构，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独立董事工作细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完善的内部

控制制度。公司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及管理层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运行，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

有明确的权限划分，形成了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不会对公司治理及

内部决议产生不利影响。 

（3）公司为应对相关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未收到任何股东改组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的计划，从公司

目前持股情况看，公司各股东均为 5%以下股东，持股较为分散，存在控制权争夺的可能

性较小，但不排除未来是否存在实际控制权之争，如存在实际控制权之争不确定实际控

制人是否改组董事会、监事会。 

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健全并完善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规范运行和科学决策；保证股东大会、监事会、

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有明确的权限划分，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保障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正常运转。同时，

公司将敦促公司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使股东权利，保证公司经营稳，切实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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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控制权变更公告显示，谭颂斌“已辞去第五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董事长及

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不再担任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董事长”，并继续在公司担任

首席顾问，主管公司战略事务。请说明你公司对谭颂斌担任首席顾问拟支付报酬的情况，

是否存在特殊利益安排。 

公司回复如下： 

谭颂斌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时，其薪酬按照公司《2021 年非独立董事薪酬与考核

方案》规定执行，薪资标准具体标准如下： 

单位： 万元 

职  位 基本工资 绩效奖金 津贴 
基本工资及津贴

合 计 

董事长 86 50(乘以考核系数) 5 91 

副董事长 46 20(乘以考核系数) 5 51 

董事 - - 5 5 

其中绩效奖金的考核标准如下： 

考核指标 所占比例 

销售收入指标 30% 

毛利率指标 20% 

净利润指标 30% 

回款率指标 20% 

合计 100% 

绩效奖金按以上四个指标所占比例，根据完成情况发放。 

2021 年 7 月，谭颂斌薪酬按照担任首席顾问职务来支付薪酬，首席顾问薪酬标准为

56万元/年（已含子公司薪酬，未含年终奖）。 

公司聘请谭颂斌担任公司首席顾问，是基于谭颂斌自 2008 年任公司董事长以来主

管公司战略方针，且谭颂斌在改性塑料行业多年以来的从业经验以及丰富的人脉资源考

虑，并不存在特殊利益安排。 

 

三、请结合谭颂斌及其一致行动人最新债务情况、偿还安排、所持公司股份及有关

质押、冻结情况等，说明后续是否存在被司法处置的风险，以及对你公司可能产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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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公司根据瑞晨投资及谭颂斌先生提供的相关情况回复如下： 

1、截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谭颂斌及其一致行动人瑞晨投资股份质押及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累计质押股份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累计被冻结股份

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谭颂斌 1,090,000 0.25 1,217,757 0.28 

瑞晨投资 14,501,348 3.28 14,503,228 3.28 

合计 15,591,348 3.53 15,720,985 3.55 

注：本表格中，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中总股本指公司最新总股本 442,303,654 股，本表格中所有数据保留两位小

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和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截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谭颂斌及其一致行动人瑞晨投资质押及存放在信用担

保账户股份情况及贷款情况详见下表： 

序

号 

债

务

人 

债权人 

质押股份数

（含融资融

券）股 

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数（%） 

占公司总

股本（%） 

剩余诉讼本

金/和解债

务（万元） 

备注 

1 
谭

颂

斌 

海通证券（两

融） 
3,062,857 71.55% 0.69% 

3,643.17 

融资融

券 

2 海通证券 1,090,000 25.46% 0.25% 质押 

谭颂斌小计 4,152,857 97.02% 0.94% 3,643.17  

3 

瑞

晨

投

资 

西藏航通 4,501,348 30.75% 1.02% 2,622.47 

质押 
4 光大证券 0 0.00% 0.00% 3,651.40 

5 高新投 10,000,000 68.32% 2.26% 9,340.41 

6 中原证券 0 0.00% 0.00% 3,096.74 

7 
光大证券（两

融） 
134,100 0.92% 0.03% 0 

融资融

券 

瑞晨投资小计 14,635,448 99.99% 3.31% 15,059.62  

谭颂斌及瑞晨投资合计 18,788,305 99.31% 4.25% 18,702.79   

备注：本表格中占公司总股本指公司最新总股本 442,303,654 股。 

海通证券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航通指西藏航通实业有限公司，光大证券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投指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中原证券指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截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谭颂斌及其一致行动人瑞晨投资尚未了结的诉讼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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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法院已

作出一审判决，瑞晨投资不服判决已提起上诉，目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

决【（2020）沪民终 714 号民事判决书】。  

（2）2020 年 4 月，瑞晨投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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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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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万元，该案讼争的融资本金为 10,000 万元。目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

作出一审判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 03 民初 4893 号民

事判决书】。 

（3）2020 年 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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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法院就该案件出具了《民事调解书》【（2020）沪 74 民初

2919 号民事调解书】。 

综上所述，谭颂斌及其一致行动人瑞晨投资仍存在有尚未了结诉讼，谭颂斌及公司

未知其债权人是否会对上述诉讼所涉及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或其他司法处理程序，谭颂

斌自 2021 年 6 月 7 日提交辞职报告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也不参与董事会决

策，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正常进行，谭颂斌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债务及诉讼情况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如下：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无其它需说明的事项。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月 2日 


	一、请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并向主要股东核实是否存在改变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结合前十大股东通过委任董事等方式参与经营管理的情况等说明你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及内部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充分提示相关风险并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如下：
	1、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N名明细数据表》，2021年7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注：本表格中持股比例中，总股本数是按照公司最新总股本442,303,654股计算
	经公司书面及电话询问除瑞晨投资和谭颂斌先生以外的前5大股东，其中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书面回复：“拓牌资管及旗下的拓牌兴丰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目前不存在改变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亦不存在股东通过委任董事等方式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其他股东目前书面或口头回复“目前及未来十二个月内，不存在改变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亦不存在股东通过委任董事等方式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
	2、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构成情况
	（1）董事会构成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目前董事会成员为9人，其组成如下：
	1）独立董事3人分别为：谢军、章明秋、肖晓康；
	2）非独立董事6人，其中股东代表董事3人，分别为：周娟、林登灿、谭文钊；职工代表董事3人：张德清、李刚、黄敬东。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均由公司职工代表提名并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非职工代表董事虽由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谭颂斌提名，但其选举均经过了提名委员会提名及审查，并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公司各董事均独立、公正履职，且公司董事谭文钊、周娟、林登灿、黄敬东、张德清在公司服务年限均超五年，非独立董事章明秋、肖晓康在公司服务年限超三年，董事会成员较为稳定。
	（2）公司监事会构成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目前监事会成员为3人。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叶建中、罗丹风）和一名股东代表监事（王志平），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提名并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股东代表监事并经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计3人，分别为总经理林登灿、财务总监顾险峰、董事会秘书郑桂华，目前三人在公司服务年限均超5年。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构成较为稳定。
	3、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及内部决策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
	（1）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对日常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谭颂斌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负责公司战略规划事宜，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均由公司总经理林登灿先生负责，此外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公司已形成了内部信息报送、日常事项审批、经营决策落实等各方面较为成熟的管理体系，并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供应链、生产、销售等业务体系，且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构成较为稳定。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后，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
	（2）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对公司治理及内部决议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已经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健全的组织机构，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独立董事工作细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及管理层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运行，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有明确的权限划分，形成了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不会对公司治理及内部决议产生不利影响。
	（3）公司为应对相关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未收到任何股东改组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的计划，从公司目前持股情况看，公司各股东均为5%以下股东，持股较为分散，存在控制权争夺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未来是否存在实际控制权之争，如存在实际控制权之争不确定实际控制人是否改组董事会、监事会。
	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健全并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规范运行和科学决策；保证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有明确的权限划分，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保障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正常运转。同时，公司将敦促公司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使股东权...
	二、控制权变更公告显示，谭颂斌“已辞去第五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董事长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不再担任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董事长”，并继续在公司担任首席顾问，主管公司战略事务。请说明你公司对谭颂斌担任首席顾问拟支付报酬的情况，是否存在特殊利益安排。
	公司回复如下：
	2021年7月，谭颂斌薪酬按照担任首席顾问职务来支付薪酬，首席顾问薪酬标准为56万元/年（已含子公司薪酬，未含年终奖）。
	公司聘请谭颂斌担任公司首席顾问，是基于谭颂斌自2008年任公司董事长以来主管公司战略方针，且谭颂斌在改性塑料行业多年以来的从业经验以及丰富的人脉资源考虑，并不存在特殊利益安排。
	三、请结合谭颂斌及其一致行动人最新债务情况、偿还安排、所持公司股份及有关质押、冻结情况等，说明后续是否存在被司法处置的风险，以及对你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公司根据瑞晨投资及谭颂斌先生提供的相关情况回复如下：
	1、截至2021年7月30日，谭颂斌及其一致行动人瑞晨投资股份质押及冻结情况：
	3、截至2021年7月30日，谭颂斌及其一致行动人瑞晨投资尚未了结的诉讼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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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瑞晨投资不服判决已提起上诉，目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2020）沪民终714号民事判决书】。
	（2）2020年4月，瑞晨投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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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初4893号民事判决书】。
	（3）2020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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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法院就该案件出具了《民事调解书》【（2020）沪74民初2919号民事调解书】。
	综上所述，谭颂斌及其一致行动人瑞晨投资仍存在有尚未了结诉讼，谭颂斌及公司未知其债权人是否会对上述诉讼所涉及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或其他司法处理程序，谭颂斌自2021年6月7日提交辞职报告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也不参与董事会决策，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正常进行，谭颂斌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债务及诉讼情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如下：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无其它需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