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股份”或“公司”“我

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富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9】第 98 号，以下简称“文

件”）。文件要求我司就上海力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上海力珩）、上海睿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

海睿临）超期未解除质押并配合我司办理回购注销手续相关事项进行

书面说明。公司就贵部所提问题询问相关人员，就相关问题回复说明

如下： 

一、上海力珩、上海睿临解除股份质押并配合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的进展情况，预计完成时间。 

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18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力珩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对置入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

明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上海力珩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等对置入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业绩补

偿方案的公告》，上海力珩、上海睿临应承担业绩补偿金额如下： 



应补偿对象 
承担应补偿

金额的比例 

业绩补偿 

（元） 

减值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

（元） 

股份补偿 

折合股份数（股） 

上海力珩 29.4564% 20,855,966.74 3,870,516.21 2,440,263  

上海睿临 4.9998% 3,540,000.22 656,967.22 414,199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实施完毕 2017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10 转 3），本次转增后，上海力珩、上海睿临等补偿义务人

应补偿现金及应补偿股份数量变动如下： 

应补偿对

象  

应补偿现金（元） 
应补偿股

份数量

（股）  
业绩补偿金

额 

减值补偿中

现金补偿金

额 

股份补偿

取整后尾

差金额 

合计金额 

上海力珩 20,855,966.74 3,870,511.93 2.33 24,726,481.00  3,175,931 

上海睿临 3,540,000.22 656,963.70 2.77 4,196,966.69  539,068 

由于业绩补偿义务人未能在约定时间向公司支付补偿现金，根

据公司与上海力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业绩补偿义务人签署的《富

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骏梦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之协议》，上海力珩、上海睿临对应的现金补偿义务转为

股份补偿，上述事项业经 2018 年 8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及 2018 年 8 月 24 日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上述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应补偿对象 
原应补偿股份数量

（股） 

现金转为股份补偿数

量（股） 

合计（股） 

上海力珩 3,175,931 6,186,737 9,362,668 

上海睿临 539,068 1,050,110 1,589,178 

合计 3,714,999 12,484,817 10,951,846 

因上海力珩、上海睿临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质押，未质押股份

不足以支付应补偿的股份，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有关规



定，质押股份无法办理回购、注销，对应的业绩补偿义务超期未履行。

公司积极与上海力珩实质控制人、上海睿临执行事务合伙人许斌协商，

推进事项的解决。2018 年 8 月许斌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上海力

珩、上海睿临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上述应补偿股份的解除质

押手续并配合办理回购、注销等手续。 

承诺函出具后，公司仍密切注意上海力珩及上海睿临对事项的

推进态度和进展，过程中公司发现，上海力珩因质押融资纠纷将会被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提起诉讼。为维护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向广州仲裁委员

会提交了《仲裁申请书》，申请仲裁庭裁决补偿义务人上海力珩、上

海睿临履行应补偿的义务并由上海力珩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力群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及上海睿临执行事务合伙人许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在推进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同时，公司仍积极协调各当事人，

希望能协商解决上述事项，促成和解。公司的努力初具成效，其中，

上海睿临于 2019 年 1 月 8 日向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业证券”）指定账户支付 600 万元，于 2019年 1 月 22 日向公司指定

账户支付 1106717.01 元债权担保及 95739.99元诉讼费。兴业证券拟

同意上海睿临超比例部分解除质押，目前正在进行兴业证券内部审批

手续；同时我司已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办理上海睿临 190 万

股解除冻结手续。待上述手续办完，公司立即着手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预计将于 2019年 4月前完成整个过程。 

2019年 2 月 12 日，上海力珩提出协商解决方案:1、我司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披露将上海力珩原赔偿方案中现金赔偿现金部分

24,726,481 元，违约金 515,404.87 元，共 25,241,885.87 元，折合股

份 6,186,737 股。现上海力珩申请现金部分赔偿仍按照现金赔偿，不

折合成股份形式，并承诺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之前偿还该款项。2、

由于业绩赔偿方案中股份赔偿 3,175,931 股于已质押给中泰证券，上

海力珩承诺将通过与中泰证券协商来解锁该部分股份并承诺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之前完成解锁并配合我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拟进

一步推进落实上海力珩与中泰证券达成书面和解协议，综合各方真实

履约意愿和能力，考虑最优化的方案进行实施。 

二、上海力珩与上海睿临股份质押情况、资金状况，及其未解除

质押的原因。 

截至回函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数据显示，上海

力珩、上海睿临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

称 

持有数

量 
质押数量 质权人名称 质押日期 

1 

上海力珩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25773299 

11050000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7-10-19 

301600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8-01-31 

209300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8-01-31 

409500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8-01-31 

5200000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7-10-19 

8580000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7-10-25 

2 

上海睿临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8351815 
6451815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6-09-07 

1894184 兴业证券股份有 2016-09-07 



（有限合

伙） 

限公司 

综上，上海力珩持有公司股份 25,773,2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

54%，其中累计被质押股份 25,750,4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1%，占公司总股本的 3.53%；上海睿临持有公司股份 8,351,8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5%，其中累计被质押股份 8,345,999 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3%，占公司总股本的 1.15%。 

由于上海力珩、上海睿临均无力偿还融资欠款，因此上述质押均

未能解除。 

 

三、你公司已采取的追偿措施和进展情况，以及后续计划与安排。 

如上所述，上海睿临事宜，公司已经努力促成各方和解，并妥

善推进当中，预计 2019 年 4 月前能够办理完成；上海力珩事项，公

司拟一方面推进案件的审判进程，通过司法途径完成标的股票过户和

注销手续，另一方面仍与各方保持沟通，试图通过协商办法妥善解决。 

特此回复。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