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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3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22-043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冻结及持股情况发生变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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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共计

85,008,546，占公司总股本的32.48%,目前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占其持股比例的

100%。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公告中涉及的司法处置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3、股东因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存在继续被动减持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到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如意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如意科技”）新增轮候冻结、持股数量发生变化，股东山

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毛纺集团”）持股数量发生变化，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冻结基本情况 

1、如意科技持有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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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涉及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委托日期 
冻结 

期限 
轮候冻结机关 

如意

科技 
是 55,810,946 100% 21.33% 2022 年 11 月 28 日 36 个月 北京金融法院 

如意

科技 
是 57,810,946 100% 22.09% 2022 年 11 月 3 日 36 个月 

济南市市中区人

民法院 

注：2022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12 日，如意科技被动减持股份 4,000,000 股，

被动减持后如意科技持有股份数量为 53,810,946 股。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冻结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冻结基本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如意科技 53,810,946 20.56% 53,810,946 100.00% 20.56% 

毛纺集团 31,160,000 11.91% 31,160,000 100.00% 11.91% 

邱亚夫 37,600 0.01% 37,600 100.00% 0.01% 

合计 85,008,546 32.48% 85,008,546 100.00% 32.48% 

二、股东持股变化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如意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毛纺集团 2022 年 11 月 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1.73%，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如意科技：济宁高新区如意工业园 

毛纺集团：山东省济宁市红星东路 96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11 月 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期间 

股票简称 如意集团 股票代码 002193 

变动类型

（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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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 股 452 1.73 

合  计 452 1.7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如意科技 57,810,946 22.09% 53,810,946 20.56% 

毛纺集团 31,680,000 12.10% 31,160,000 11.91% 

邱亚夫 37,600 0.01% 37,600 0.01% 

合计持有股份 89,528,546 34.21% 85,008,546 32.4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9,528,546 34.21% 85,008,546 32.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2022 年 11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冻结及持

股情况发生变化暨可能存在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7）。股东如意科技、毛纺集团因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导

致被动减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被动减持尚未执行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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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

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无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其它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存在的大额债务逾期或违

约记录及金额情况如下：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受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2019 年集中

支付及新冠疫情叠加的影响，出现流动性紧张。截至 2021 年 5 月 30 日，如意科

技未能如期偿还且尚处于持续状态的有息负债合计为 42.8 亿元，毛纺集团未能

如期偿还且尚处于持续状态的有息负债合计为 2.2 亿元。 

目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正在与未能如期偿还债务本息涉及的金融机

构积极协调债务和解方案。部分有息债务未能如期偿还，对其融资产生影响，为

解决债务问题，加快促进有序经营，支持转型发展，制定了分类施策、分步实施

的化解方案。 

对于银行类债务，已纳入债委会和解范围，债委会已确定对于成员单位实行

降息减负方案稳定公司融资规模，3 年期限实施债务延期、降息、设置缓冲期等

方式解决债务问题； 

对于非标类（信托及租赁）逾期债务，已提供足额股权或机器设备抵押，债

务双方均处于合作协商过程中； 

对于存续债券，正与包括 19 如意科技 MTN001、17 如意科技 MTN001 和

18 如意 01 在内的债券持有人，就未如期兑付本息事宜开展沟通，争取尽量与债

券持有人达成一致意见，签署展期和解协议；除上述债务外的其他各债权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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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正在积极商讨解决方案，争取尽快达成一致意见。 

2、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

级下调的情形。 

3、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

讼或仲裁情况如下： 

案件 进展情况 
起诉状请求金
额（万元）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书(2019)鲁 08 民初 229 号 执行和解 5,371.08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书(2020)鲁 08 民初 155 号 执行和解 5,580.00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 1287 号 已和解 -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 08 民初 249 号 执行和解 7,134.5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兵民辖终 2 号 已和解 -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书(2020)鲁 02 民初 955 号 执行和解 9,851.46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粵 03 民初 3189 号 审理中 9,019.99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1 民初 125 号 审理中 9,700.00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 01 民初 3773 号 已和解 -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 0811 民特 79 号 已和解 -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2 民初 456 号 审理中 16,914.81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宁民辖终 5 号 审理中 17,387.00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 01 民初 3370 号 已和解 34,306.67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 08 民初 248 号 执行和解 20,077.16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3 民初 3363 号 审理中 24,472.57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终 1305 号 执行和解 9,490.8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 01 民初 3337 号 已和解 39,196.16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 01 民初 3338 号 已和解 50,209.57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4 民初 715 号 执行和解 82,9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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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进展情况 
起诉状请求金
额（万元）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4 民初 713 号 执行和解 85,194.17 

（2020）济仲裁字第 502 号 执行和解 25,000 

（2020）津 03 民初 715 号 执行和解 3,168 

（2021）新 31 民初 6 号 审理中 23,061 

（2021）渝 02 执 39 号 执行和解 4,587 

（2019）宁 01 民初 3597 号 执行和解 5,878 

（2021）兵 08 民初 28 号 审理中 5,073 

（2020）京 02 民初 608 号 审理中 116,001 

（2020）京 02 民初 610 号 审理中 114,147 

（2021）兵 08 执 112 号 审理中 20,157 

（2021）新 01 民初 76 号 审理中 6,536 

（2021）鲁 09 民初 6 号 执行和解 5,400 

（2019）鄂 01 民初 6910 号 审理中 32,476 

（2021）京 02 民初 107 号 审理中 37,000 

（2021）京 02 民初 122 号 审理中 103,675 

（2021）渝 02 执 40 号 执行和解 9,073 

（2021）渝 02 执 41 号 执行和解 6,179 

（2021）鲁 08 民初 77 号 审理中 15,272 

（2020）渝 01 民初 172 号 和解 6,910 

(2019)宁 01 民初 3575 号 审理中 13,313 

（2019）鲁 08 民初 223 号 已撤诉 10,000 

（2020）宁 01 民初 1608 号 审理中 106,079 

（2021）渝 02 民初 599 号 审理中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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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进展情况 
起诉状请求金
额（万元） 

（2020）新 01 民初 456 号 和解 7,904 

（2021）鲁 08 民初 78 号 审理中 20,879 

（2019）鲁 08 民初 258 号(2019)鲁 08 执保 119 号 审理中 11,490 

651709（2019) 审理中 90,600 

（2021）宁 01 民初 384 号 审理中 13,000 

（2020）宁 01 民初 1194 号 审理中 18,681 

（2020）宁 01 民初 1473 号 审理中 6,459 

（2019）宁 01 民初 2015 号 审理中 9,781 

（2020）鲁 02 民初 955 号 执行和解 8,851 

X20200905 审理中 40,656 

R20200971 审理中 11,898 

（2021）杭仲 01 字第 183 号 审理中 61,067 

SDF20210011 审理中 6,233 

SDF20201065 审理中 5,000 

SD20210069 审理中 21,999 

鲁民再 243 号 再审阶段 1,326 

渝 0101 执 1512 号 执行和解 1,066 

4、经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确认，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5、截至目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

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影响。除本公告中被司法处置的股份外，公司

目前未收到其他被冻结股份进入司法处置程序的信息。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正

积极与相关债权人进行协商，以早日解除对公司股份的司法冻结。公司已督促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度重视股份质押和冻结的情形，公司将充分做好控股股

东资信状况、股票质押平仓风险、债务偿还能力等风险排查力度和动态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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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风险的预研预判工作。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东如意科技、毛纺集团被动减持的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方

式和减持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实际减持情况以最终法院执行为准。 

2、如意科技、毛纺集团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公司将继续督促如意科技、毛纺集团跟进被动减持进展，要求其严格遵

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

法依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

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将持续关注以上股东的股份变动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持股 5%以上

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