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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ST猛狮          公告编号：2022-001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豁免债务通知书》《债权豁免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猛狮科

技”）及子公司已收到的债权人于 2021年 12 月 31日之前（含本日）出具的债权

豁免函或通知涉及的债权金额（基准日 2021年 11月 30日）为 403,027.81万元，

共计豁免债权金额为 340,419.85万元。本次债务豁免金额能否确认为 2021年度

的收益及资本公积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及会计处理

方法将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

最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

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1条规定：“上市公司因本规则触及 14.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

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

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二）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五）

虽符合第 14.3.7 条规定的条件，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六）因不符合第 14.3.7条规定的条件，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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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同意。”若公司 2021年度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收到华融（福建自贸试验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投资”）

等 12 家债权人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含本日）出具的《豁免债务通知书》

《债权豁免函》，上述债权人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地豁免其对公司及

子公司的部分/全部债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债务豁免的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已收到的债权人出具的债权豁免函或通知涉及的债

权金额（基准日 2021 年 11月 30日）为 403,027.81 万元，共计豁免债权金额为

340,419.8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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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债权人名称/姓名 债务人名称 债权形成原因 

债权总额 

（截至 2021

年 11月 30日） 

债权本金 

利息、罚息、

违约金及其

他相关费用 

豁免债权 

金额 

剩余债权 

金额 

是否为

公司关

联方 

1 
华融（福建自贸试验

区）投资有限公司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

公司 
借款 102,908.79 59,950.00 42,958.79 85,331.97 17,576.82 否 

2 
福能（漳州）融资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福

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猛狮

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39,787.50 30,840.77 8,946.73 8,946.73 30,840.77 否 

3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

公司 
融资租赁 22,035.05 20,680.56 1,354.48 18,228.04 3,807.01 否 

4 
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反担保代偿 3,277.20 2,709.62 567.57 2,294.04 983.16 否 

5 谢初鸿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

公司 

借款、债权转

让、租金 
9,117.27 6,574.06 2,543.21 9,117.27 0 否 

6 
开益禧（无锡）有限

公司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

公司 
借款 3,639.31 2,000.00 1,639.31 2,547.52 1,091.79 否 

7 
江苏索尔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

公司 
票据追索 1,103.70 934.17 169.53 772.59 331.11 否 

8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

电池有限公司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

公司 
借款 48,827.60 37,066.00 11,761.60 48,827.60 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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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债权转

让 
83,340.07 72,052.99 11,287.08 83,340.07 0 是 

10 
三门峡丰辉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 

三门峡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门峡振业新能源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 9,218.35 8,682.07 536.28 9,218.35 0 否 

11 
广州焕森投资有限公

司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猛狮光电有限公司 

担保代偿、票

据收益权、应

收账款转让 

75,544.13 42,126.59 33,417.54 67,989.72 7,554.41 否 

12 
北京银沣泰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

公司 
债权转让 4,228.83 2,764.57 1,464.26 3,805.95 422.88 是 

合计 403,027.81 286,381.40 116,646.40 340,419.85 62,607.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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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权人基本情况 

1、法人债权人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上述法人债权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债权人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 

代表人 
住所 经营范围 

1 
华融（福建自贸试验

区）投资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8日 25500 刘建吾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

区厦门片区东港北路 31

号 1003单元之三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受托管理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相关

咨询服务；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咨询（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在法律

法规允许范围内受托提供企业破产、清算服务；从事企业购并、

投资、资产管理、产权转让的中介服务；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

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福能（漳州）融资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1日 30000 林金柏 

漳州市龙文区迎宾大道 16

号长福小区 1幢 B01室 

融资租赁业务（不含金融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医疗设备租

赁；房屋租赁；对房地产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水生产和供应业的投资；医疗设备、环保设备、

电子及发电设备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2001年 12月 28

日 

592676.0

754 
柳旭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

青街道江锦路 60号-96号

祝锦大厦 B楼 13-22层 

开展经银监会批准的金融租赁业务及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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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市高新投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 
2011年 4月 1日 700000 刘苏华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

东社区深南东路 2028号

罗湖商务中心 3510-23单

元 

一般经营项目是：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

融资性担保；开展再担保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兼营

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

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自有物业租赁。 

5 
开益禧（无锡）有限

公司 
2002年 9月 11日 

20692.60

7802 
王燕清 

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79-A地块 

开发设计生产新型平板显示器件、电子专用设备、0.35微米及

以下大规模集成电路、非金属制品模具、数字照相机及关键件、

工程塑料；从事上述产品及机械、电子设备和硅片的批发、佣

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

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提供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 
江苏索尔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10月 20

日 
10946 曲先鹏 

张家港市塘桥镇富民中路

333号 

锂电池组件（含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电池系统）、燃料电

池系统、电池管理系统、可充电电池包、电子产品及配件的研

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电气设备购销及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回收（不含危险废物经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

蓄电池有限公司 
1999年 5月 5日 2900 陈再喜 

汕头市澄海区 324 国道广

益路 33号猛狮国际广场

写字楼第 17 层东侧 

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玩具，工艺品（不含金银饰品），应

急灯，逆变器，充电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杭州凭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15日 1000 郭晓月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

庙后 88-2号 497室 

服务：投资管理，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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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三门峡丰辉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 23日 1000 叶丽芳 

三门峡市湖滨区上阳路宏

达上院一楼门面房 608室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水泥制品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办公用

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10 
广州焕森投资有限

公司 

2016年 12月 16

日 
5000 杨小兰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40

号八楼 F15房 

贸易咨询服务；林木育种；林木育苗；造林、育林；木材采运；

竹材采运；木竹材林产品采集；非木竹材林产品采集；林业科

学研究服务；贸易代理；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

控商品除外）；企业形象策划服务；策划创意服务；投资咨询

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

投资；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11 
北京银沣泰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20日 7500 樊伟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大街

39号 3层 302-44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

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未取得行政

许可的项目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2、自然人债权人的基本情况 

谢初鸿，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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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豁免债务通知书》《债权豁免函》的主要内容 

（一）华融投资等 2家债权人分别出具的《豁免债务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豁免对公司所享有的部分债权，上述债权豁免后不可撤销、不可撤回、

不可变更。 

（二）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10家债权人分别出具的《债权豁免函》

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同意按照基准日（2021 年 11 月 30 日）豁免债权人对猛狮科技及其

子公司享有的部分/全部的债权（优先豁免利息、罚息及违约金部分）。同时，债

权人对基准日后剩余部分债权在 2021 年内不再计算任何形式的利息、罚息及违

约金。 

债权人确认，上述债权豁免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且不可撤销、不可撤回、

不可变更。《债权豁免函》出具之日起，债权人不再就上述豁免债权向猛狮科技

及其子公司主张任何权利；猛狮科技及其子公司亦不再对豁免债权部分承担任何

义务。 

四、本次债务豁免对公司的影响 

受公司自身经营、行业波动以及金融政策变化的影响，公司自 2018 年下半

年开始发生债务危机，陆续发生较大金额的金融机构借款及融资租赁款逾期，公

司部分银行账户、资产被司法冻结，流动资金极为短缺，各业务板块运营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目前公司负债较高，诉讼较多，存在严重的债务危机。 

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1 条的规定，如公司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的净资产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及子公司债权人直接豁免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债权，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

负债结构，降低公司负债金额，对公司实现净资产转为正值具有积极意义，符合

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上述债务

豁免预计将增加公司营业外收入和资本公积，本次债务豁免金额能否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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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的收益及资本公积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 2021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及

会计处理方法将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各债权人出具的《豁免债务通知书》《债权豁免函》。 

特此公告。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