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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的公告 

 

 

 

 

 

风险提示：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

东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于近日收到三套法律文书，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作为被执行人涉案金额人民币686393844.59元。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现将三套法律文书《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的主

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法律文书 

案卷编号：(2022 )新 29 执 13 号 

1. 《执行裁定书》内容  (2022 )新 29 执 13 号 

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阿克苏盛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周举东、狄蓉、韩小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作出的（2021）新 29民初 41 号民事调解书已

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

行，本院向被执行人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阿克苏盛威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周举东、狄蓉、韩小锋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但被执行人未履行。为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

五十二条、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百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

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绪 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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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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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冻结、划拨、提取被执行人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阿克苏

盛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周举东、狄蓉、韩小锋的银行存款 52824436.55

元及负担本案执行费人民币 120224.44 元，以上合计 52944660.99 元，并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或者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阿克苏盛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周举东、狄蓉、韩小峰应当履

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2. 《执行通知书》内容  (2022 )新 29 执 13 号 

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阿克苏盛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周举东、狄蓉、韩小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作出的(2021 )新 29 民初 41 号民事调解书已

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2 年 1 月 5 日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

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22条的规定，责令你公司履行下列义务： 

（1）向申请执行人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执行款

52824436.55 元。 

（2）负担执行案件受理费 120224.44 元。 

上述款项合计 52944660.99 元，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延迟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将继续计算到执行完毕之日止。同时应承担执行中实际支

出的费用。 

3. 《报告财产令》内容  (2022 )新 29 执 13 号 

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阿克苏盛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周举东、狄蓉、韩小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作出的(2021 )新 29 民初 41 号民事调解书已

发生法律效力。执行中，本院已向你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因被执行人未按执行

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限期如实报告财产，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八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九条的规定，责令你公司在收到此令后三日内，按照



证劵代码：002700                         证劵简称：ST 浩源                    公告编号：2022-004 

 3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所列项目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

年的财产情况。 

报告财产后，如果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本

院补充报告。 

如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本院将根据

情节轻重依法对你(单位)或者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

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法律文书 

案卷编号：(2022 )新 29 执 14 号 

1. 《执行裁定书》内容  (2022 )新 29 执 14 号 

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浩源天樽葡萄酒庄有限公司、周举东、狄蓉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作出的(2021 )新 29 民初 42

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向被执行人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限公司、阿克苏盛威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浩源天樽葡萄酒庄有限公司、周举东、狄蓉发出执行通

知，责令其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未履行。为维护申请执行人

的合法权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

五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 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百六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

第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1）冻结、划拨、提取被执行人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限公司、阿克苏

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浩源天樽葡萄酒庄有限公司、周举东、狄蓉的银行

存款 94616533.9 元及负担本案执行费人民币 162016.53 元，以上合计

94778550.43 元，并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或者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

有限公司、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浩源天樽葡萄酒庄有限公司、周

举东、狄蓉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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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通知书》内容  (2022 )新 29 执 14 号 

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浩源天樽葡萄酒庄有限公司、周举东、狄蓉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作出的(2021 )新 29 民初 42

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2 年 1 月 5 日立案。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22条的规定，责令你公司履行下列义务： 

（1）向申请执行人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执行款

94616533.9 元。 

（2）负担执行案件受理费 162016.53 元。 

上述款项合计 94778550.43 元，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延迟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将继续计算到执行完毕之日止。同时应承担执行中实际支出

的费用。 

3. 《报告财产令》内容  (2022 )新 29 执 14 号 

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浩源天樽葡萄酒庄有限公司、周举东、狄蓉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作出的(2021 )新 29 民初 42

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执行中，本院已向你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因被

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限期如实报告财产，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

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九条的规定，责令你公司在收到此令后

三日内，按照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所列项目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

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报告财产后，如果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本

院补充报告。 

如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本院将根据

情节轻重依法对你(单位)或者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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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法律文书 

案卷编号：(2022 )新 71 执 50 号 

1. 《执行裁定书》内容  (2022 )新 71 执 50 号 

本院在执行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新疆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宿县

浩源葡萄酒庄有限公司、海南屯昌盛威投资有限公司、周举东、狄蓉、周续东公证

债权文书一案中，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依法出具 

(2018）新乌法诺证经字第 12904 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责

令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法律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四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 

（1）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东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限

公司、海南屯昌盛威投资有限公司、周举东、狄蓉、周续东在银行或其它金融机

构账户上的存款 538670633.17 元（其中本金 538065168.17 元及利息,执行费 

605465.00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如上述款额不足，则查封、扣押、拍卖、变卖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2. 《执行通知书》内容  (2022 )新 71 执 50 号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嘉禧

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限公司、海南屯昌盛威投资有

限公司、周举东、狄蓉、周续东与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证债权

文书一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依法出具(2018)新乌法诺证经字第 12904 号

《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新疆天山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二条

规定，责令你单位履行下列义务： 

（1）向申请执行人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证劵代码：002700                         证劵简称：ST 浩源                    公告编号：2022-004 

 6 

538065168.17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双倍债务利息。 

（2）负担本案执行费 605465.00 元。 

3. 《报告财产令》内容  (2022 )新 71 执 50 号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嘉禧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限公司、海南屯昌盛威投资有限公

司、周举东、狄蓉、周续东：本院于 2022 年 1月 10 日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新

疆天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东悦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宿县浩源葡萄酒庄有

限公司、海南屯昌盛威投资有限公司、周举东、狄蓉、周续东公证债权文书一案，

已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你未履行义务，应当限期如实报告财产。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责令你在收到此令 15 日内，如实

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执行中，如果财产状

况发生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补充报告。拒绝报告或虚假报

告，本院将依情节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报备文件：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 法律文书 (2022 )新 29 执 13 号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 法律文书 (2022 )新 29 执 14 号 

3.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 法律文书 (2022 )新 71 执 50 号 

 

特此公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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