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25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2020-105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新材”或“公司”）于近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

关注函【2020】第 53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向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核实相关情况，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对《关注函》提出的相关问题进

行了认真讨论和核实，并逐项进行了书面说明。现公司对相关问题的回复公告如

下： 

 

【事项 1】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出票方苏州德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

都实业”）2015 年至 2019 年注册地址、出票方苏州菲尔普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5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的通信地址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威集团”）相同。法院判决信息（【2018】苏 02 民初 462

号）显示，出票方扬州正威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威科技”）、安

徽科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正新材”）曾为德威集团、你公司实际

控制人周建明提供担保，债权方江阴华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

华能”）曾按德威集团、周建明指示，通过向正威科技转账方式，向德威集团、

周建明出借 1.82 亿元。（1）请向德威集团、周建明核实并说明上市公司应收

票据出票方曾与德威集团地址相同以及德威集团、周建明指示江阴华能通过正

威科技向其提供借款的原因。（2）请核实并披露控股股东德威集团、实际控制

人周建明截至目前逾期未能清偿债务的情况。（3）请你公司、德威集团、周建

明核实与 2019 年、2020 年你公司应收票据各出票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业

务往来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如存在，请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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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请向德威集团、周建明核实并说明上市公司应收票据出票方曾与德威

集团地址相同以及德威集团、周建明指示江阴华能通过正威科技向其提供借款

的原因。 

回复： 

苏州德都实业有限公司和苏州菲尔普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周建明朋友设

立的公司，在公司设立之初未置办产业也无办公地址，周建明将德威集团的办公

室出租给上述两家公司。上述两家公司已分别于 2019 年 9 月和 2020 年 4 月与德

威集团中止租房事项，并办理了注册地址变更，现上述两家公司在其新的办公地

址办公。上述两家公司与德威集团人员、业务、财务及组织机构完全独立，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7.2.3 条规定的情形。公司

与上述两家公司产生的交易符合市场规律及相关法律法规。 

2018 年，德威集团向江阴华能提出借款需求并达成借款意向，因德威集团

当时已有股票质押等借款，不宜再体现过多的借款，德威集团向扬州正威科技有

限公司提出，希望借其平台作为借款主体，获得扬州正威同意后，德威集团通知

江阴华能将相应款项借至扬州正威。后续德威集团与扬州正威签订借款协议，相

应款项转至德威集团。 

二、请核实并披露控股股东德威集团、实际控制人周建明截至目前逾期未

能清偿债务的情况。 

回复： 

经公司询问控股股东德威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截至本关注函回复

之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逾期未清偿债务情况有： 

因借款纠纷，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建明应分别支付债权

人江阴华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正和投资有限公司、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308 万元、22,058 万元、8,000 万元，上述债务逾期且未清偿。 

因股票质押违约，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应向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股票质押款 15,023 万元，目前本债务已逾期且未清偿。上述

债务已由债权人提交上海市金融法院开庭审理，截至目前未判决。 

因股票质押违约，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应向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股票质押款 29,725 万元，目前本债务已逾期且未清偿。上述



 

债务经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建明履

行偿还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 

因借款纠纷，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应向债权人马礼斌

偿还 4,455 万元，目前该债务已逾期且未清偿。上述债务经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终审判决，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建明履行偿还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 

综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逾期未清偿债务合计 95,569 万元。 

    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正在以相关的资产对上述债务进行清偿，上述

金额持续减少中。 

三、请你公司、德威集团、周建明核实与 2019 年、2020 年你公司应收票

据各出票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业务往来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如存在，

请详细披露。 

回复： 

公司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应收票据相关信息如下： 

出票人全称 前手 汇票金额（元） 出票日期 票据到期日 备注 

苏州乾威电气

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乾威电气

实业有限公司 
64,391,157.36 2019/10/5 2020/10/5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苏州乾威电气

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乾威电气

实业有限公司 
61,869,999.38 2019/10/30 2020/10/30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苏州乾威电气

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乾威电气

实业有限公司 
26,517,552.47 2019/11/25 2020/11/25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苏州乾威电气

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乾威电气

实业有限公司 
47,216,356.20 2019/12/30 2020/12/30 未到期 

苏州德都实业

有限公司 

苏州德都实业

有限公司 
40,015,380.11 2019/10/5 2020/10/5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苏州德都实业

有限公司 

苏州德都实业

有限公司 
40,000,000.00 2020/10/25 2020/10/25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苏州德都实业

有限公司 

苏州德都实业

有限公司 
34,932,508.78 2020/10/25 2020/10/25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苏州德都实业

有限公司 

苏州德都实业

有限公司 
59,680,000.00 2019/11/20 2020/11/20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苏州德都实业

有限公司 

苏州德都实业

有限公司 
16,200,000.00 2019/12/28 2020/12/28 未到期 

上海舟惟实业

有限公司 

安徽科正新材

料有限公司 
62,432,931.89 2019/10/5 2020/10/5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上海舟惟实业

有限公司 

安徽科正新材

料有限公司 
60,001,944.90 2019/10/30 2020/10/30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上海舟惟实业

有限公司 

安徽科正新材

料有限公司 
31,000,000.00 2019/11/30 2020/11/30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上海舟惟实业

有限公司 

安徽科正新材

料有限公司 
36,224,809.11 2019/12/25 2020/12/25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上海舟惟实业

有限公司 

安徽科正新材

料有限公司 
46,728,055.10 2019/12/30 2020/12/30 未到期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50,000,000.00  

 
2019/10/30 2020/4/30 

已到期已兑

付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50,000,000.00  

 
2019/10/30 2020/4/30 

已到期已兑

付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50,000,000.00  

 
2019/10/30 2020/4/30 

已到期已兑

付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50,000,000.00  

 
2019/10/30 2020/4/30 

已到期已兑

付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50,000,000.00  

 
2019/10/30 2020/4/30 

已到期已兑

付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50,000,000.00  

 
2019/10/30 2020/4/30 

已到期已兑

付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50,000,000.00  

 
2019/10/30 2020/4/30 

已到期已兑

付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49,807,467.98  

 
2019/10/30 2020/4/30 

已到期已兑

付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50,000,000.00 2019/12/10 2020/12/10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50,000,000.00 2019/12/10 2020/12/10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42,183,268.91 2019/12/10 2020/12/10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欣科化工

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2020/4/30 2021/4/30 未到期 

苏州菲尔普斯

国际贸易有限

扬州安顺利化

工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2020/4/30 2021/4/30 未到期 



 

公司 

上海巨科化工

有限公司 

扬州正威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19/10/1 2020/10/1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上海巨科化工

有限公司 

扬州正威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 
58,000,000.00 2019/10/1 2020/10/1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上海巨科化工

有限公司 

扬州正威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 
6,707,371.16 2019/11/30 2020/11/30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上海巨科化工

有限公司 

扬州正威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 
46,231,682.21 2019/12/25 2020/12/25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上海巨科化工

有限公司 

扬州正威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 
49,784,700.28 2019/12/25 2020/12/25 

目前已到期

未兑付 

合计 -- 

    

1,779,925,185.84  

 

-- -- -- 

上述票据出票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上述公司与本公司均有业务往来，主要

业务是原材料采购业务，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事项 2】2020 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显示，你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收

到上海欣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科化工”）2亿元票据，但媒体报道显

示，欣科化工相关人员否认其为出票人。请你公司核实 2019 年、2020 年应收票

据出票方披露是否准确。 

回复： 

2020 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新增票据中，公司于 4月 30 日收到上海欣科化

工有限公司金额为 20,000 万元的票据”，欣科化工系票据前手。经核实，公司

2019 年、2020 年应收票据出票方披露正确。 

 

【事项 3】你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日披露的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显示，

因科正新材现金流断裂，你公司于 2019 年底对相关应收保理款 5,030.67 万元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截至 2020 年 10月 31 日，你公司对应收科正新材票据逾期

未兑付余额为 1.22 亿元，以 20%计提坏账准备。（1）请你公司结合科正新材的

生产经营情况、偿债能力等说明对其应收保理款、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已采取的追偿措施及进展。（2）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截

至目前应收票据逾期未兑付情况，已采取的追偿措施及进展，并结合应收票据



 

各出票方的资信情况及偿债能力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充分提示回款

及减值风险。 

一、请你公司结合科正新材的生产经营情况、偿债能力等说明对其应收保

理款、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已采取的追偿措施

及进展。 

回复： 

2019 年下半年起安徽科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科正”）受电

缆行业整体不景气的影响，逾期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比往年有所增加。由于安徽科

正本身现金流并不充裕，应收账款的大量逾期无疑是雪上加霜，导致安徽科正的

资金链出现短暂断裂，此后虽经营有所改善，但是由于银行对其贷款进行了收缩，

导致其没有足够的资金及时归还所欠德威保理的保理款项，保理合同的履行出现

了逾期的情况。安徽科正目前资金仅能维持自身的生产和销售业务，无法偿还之

前下游客户欠款导致其所欠德威保理的款项。2020 年 1至 10 月公司销售给安徽

科正聚乙烯材料 24,547,652.75 元，货款已全部收到，同时向安徽科正采购二步

法硅烷交联料 5,385,013.60 元，本公司与安徽科正的采购和销售业务仍旧维持，

资金也能勉强结算，但其欠德威保理的款项无法支付。安徽科正提供给本公司的

1.22 亿元票据，其开票人系上海舟惟实业有限公司，并非安徽科正自己开具的

票据，票据的支付方为上海舟惟实业有限公司，安徽科正只是作为前手有连带责

任。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对安徽科正欠德威保理的 5,030.67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对 1.22 亿元票据按照应收票据余额统一计提 20%坏账准备。 

目前德威保理与安徽科正就补充抵押及适当延长保理合同等相关事宜进行

协商。由于 2020 年初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于安徽科正的生产复苏形成了

一定的负面影响，预计期后安徽科正的经营状况有可能还不能完全好转，后续公

司不排除采取法律措施进行催收。 

二、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截至目前应收票据逾期未兑付情况，已采取的追偿

措施及进展，并结合应收票据各出票方的资信情况及偿债能力说明坏账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并充分提示回款及减值风险。 

回复：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公司应收票据逾期未兑付的金额为 86,997.33 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表，上述金额均在 10 至 12 月份发生。由于近年电缆行业不景

气以及今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的经济遭受重创，公司多家供应商出

现资金周转困难，由此产生逾期未兑付情况，公司正在与其进行沟通协商解决。 

名 称 金 额（元） 到 期 日 逾 期 天 数 

苏州乾威电气实业有限公司 

64,391,157.36 2020/10/5 85 天 

61,869,999.38 2020/10/30 60 天 

26,517,552.47 2020/11/25 34 天 

苏州德都实业有限公司 

40,015,380.11 2020/10/5 85 天 

40,000,000.00 2020/10/25 65 天 

34,932,508.78 2020/10/25 65 天 

59,680,000.00 2020/11/20 39 天 

安徽科正新材料有限公司 

62,432,931.89 2020/10/5 85 天 

60,001,944.90 2020/10/30 60 天 

31,000,000.00 2020/11/30 29 天 

36,224,809.11 2020/12/25 4 天 

苏州菲尔普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12/10 19 天 

50,000,000.00 2020/12/10 19 天 

42,183,268.91 2020/12/10 19 天 

扬州正威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10/1 89 天 

58,000,000.00 2020/10/1 89 天 

6,707,371.16 2020/11/30 29 天 

46,231,682.21 2020/12/25 4 天 

49,784,700.28 2020/12/25 4 天 

按照公司会计政策，已于 2019 年末对上述票据计提了 20%的坏账准备。因

上述票据到期尚未兑付，若公司与上述公司就票据兑付事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且

后续上述公司确认无法兑付以上票据，在本年度末公司存在对上述票据进一步计

提坏账准备的可能，同时公司已经与上述公司就票据过期事项进行积极沟通，后

续不排除公司采取法律措施进行催收。按照目前沟通情况，对方公司相关负责人

均表示会以资金或其他资产尽可能完成票据的兑付，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截至 2020 年 12月 28 日，已逾期票据合计 86,997.33 万元，未逾期的票据

出票人分别是苏州菲尔普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苏州乾威电气实业有限公司、苏

州德都实业有限公司，上述出票人存在到期票据未兑付的情况，尚未逾期的票据

也存在一定的兑付风险，公司会时刻关注其经营情况，提前催收。 

公司收到的票据分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应收票据科目核算的系商



 

业承兑汇票，开具这些商票的供应商与德威新材有多年合作关系，同时考虑收回

存在一定的风险，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这些客户的历史回款综合情况，按

照商业承兑汇票余额的 20%计提坏账准备金。公司按照应收票据余额的 20%计提

坏账准备是充分的。 

    

【事项 4】 公开资料显示，因金融借贷合同纠纷，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将出票方苏州乾威电气实业有限公司、你公司及德威集团、周建明作为共同被

告提起诉讼。请说明上述诉讼的详细情况及进展，你公司是否就相关诉讼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核实是否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回复： 

一、违规担保事项 

公司经询问控股股东德威集团并通过德威集团获得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民事调解书（2020）苏 05 民初 140 号、（2020）苏 05民初 141 号、（2020）

苏 05 民初 142 号、（2020）苏 05 民初 143 号。根据上述 4份民事调解书所述，

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2017 年 12 月就公司控股股东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

股票质押业务及苏州乾威电气实业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授信业务违

规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2017 年 12 月，公司控股股东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洽谈股票质押业务，

融资主体为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股数为 1,180 万股。南京银行苏州

分行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股票质押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4,300万元，且需要公司对德威集团之前的商品房抵押授信 4,300万元提供担保，

两项担保金额合计为 8,6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

苏州分行的要求，并取走公司公章，在相应的担保合同上盖章形成违规担保。 

2、2017 年 12 月，公司控股股东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洽谈股票质押业务，

融资主体为苏州德超制冷配件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股数为 1,910 万股。南京银行

苏州分行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股票质押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额

度 7,0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要求，

并取走公司公章，在相应的担保合同上盖章形成违规担保。 

3、2017 年 12 月，公司控股股东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洽谈股票质押业务，



 

融资主体为苏州伊泰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股数为 1,910 万股。南京银

行苏州分行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股票质押业务提供担保，担保

额度 7,0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要求，

并取走公司公章，在相应的担保合同上盖章形成违规担保。 

2019 年 11 月，由于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及银行授信违约，南京银行苏州

分行将上述股票质押债权及上述授信不良债权一并转让给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并于 2019 年 12月发布债权转让公告。随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将控股股东持有的本公司 5,000 万股股票进行司法拍卖，拍卖合计

成交金额为 13,867 万元，同时于 2020 年 11月-2020 年 12 月对控股股东持有的

商品房进行了拍卖，拍卖合计成交金额为 5,135.05 万元，合计清偿债务

19,002.05 万元。 

4、2016 年公司控股股东因对外投资需要资金，其找到苏州乾威电气有限公

司的相关负责人，请苏州乾威电气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同时控股股东将其拥

有的太仓的相关商品房作为抵押担保品，经对方同意后，公司控股股东通过苏州

乾威电气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1 亿元的综合授信，南京银行苏州分

行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公司控股股东

相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要求，并取走公司公章，在相应的担

保合同上盖章形成了违规担保。 

2019 年 11 月，由于上述主体授信业务违约，南京银行苏州分行将上述债权

转让给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债权转让公告。

随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12 月将控股股东持有的商品房进行司

法拍卖，拍卖合计成交金额为 10,516 万元。 

经法院调解，各方当事人于 2020 年 3 月 6日达成和解，公司需要对上述四

笔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意识不足，取走公司公章并在相应

笔录上盖章。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均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案件编号（2020）苏 05 执 256 号（对应民事调解书（2020）苏 05民初 143

号）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撤回对公司的执行申请。该案件已执行 4,979.84 万



 

元并于 2020 年 11月 4 日终结执行；案件编号（2020）苏 05 执 257 号（对应民

事调解书（2020）苏 05 民初 140号）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撤回对公司的执行

申请。该案件已执行 4,934.84 万元并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终结执行；剩余两个

案件对应的资产已部分处置完成，拍卖所得款项合计 18,715.65 万元。 

担保情况如下表： 

序号 担保对象名称 

民事调解书文

号 

执行裁定书文

号 
债务本金（万元） 

已执行完毕

金额（万元） 

法院判决需要承担

的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余额

（万元） 

1 德威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20]苏 05民

初 142 号 

（2020）苏 05

执 258 号 

4300 

0（注 1） 8547.08 8547.08 

2 4300 

3 

苏州德超制冷配

件有限公司 

[2020]苏 05民

初 140 号 

（2020）苏 05

执 257 号 

7000 4934.84 7623.99 2689.15 

4 
苏州伊泰诺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 

[2020]苏 05民

初 143 号 

（2020）苏 05

执 256 号 

7000 4979.84 7346.22 2366.38 

5 

苏州乾威电气有

限公司 

[2020]苏 05民

初 141 号 

（2020）苏 05

执 259 号 
10000 0（注 2） 10814.45 10814.45 

注 1：执行裁定书编号（2020）苏 05 执 258 号已于 2020 年 8-12月对公司控股股东的相应资产进行了

拍卖，拍卖成交额为 8203 万元，目前法院正在对拍卖成交的金额进行清算，清算完毕后法院将剩余的金额

支付给债权人。 

注 2：执行裁定书编号（2020）苏 05 执 259号已于 2020 年 8-12月对公司控股股东的相应资产进行了

拍卖，拍卖成交额为 10512.6 万元，目前法院正在对拍卖成交的金额进行清算，清算完毕后法院将剩余的

金额支付给债权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9.4 条第

（四）项的规定，“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

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第 9.5 条第（二）项的规定，“上市公司违反规定

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余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

在 5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上述担保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公司内部任何审批程序。公司合计可

能需承担的担保责任金额为 24,417.06 万元，占 2019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82%。公司控股股东正在以司法拍卖有关资产的形式对债

权人进行偿付。公司目前正在与债权人就免除公司的担保责任进行协商，公司预

计在一个月内进行解决。如若公司不能在 2021 年 1月 29 日前(含 1月 29 日）解

决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未及时披露的诉讼情况 

经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确认，在上述事项发生时，法院相关文件由

周建明先生收取，周建明先生认为上述事项有足额担保物，不会对公司造成不良

影响，故未将上述事项告知公司董事会，从而导致公司未对上述事项及时披露。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公司未及时披露的诉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0-106 的《关于公

司诉讼的公告》。 

 

【事项 5】 2018 年 6 月 22 日，你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现金 3.2 亿

元收购江苏和时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截

至目前，相关交易暂未实施完毕，你公司已支付转让款约 0.5 亿元。德威集团、

周建明与重组交易对手方江阴华能存在借款纠纷诉讼，法院判决德威集团、周

建明承担清偿责任，江阴华能已申请强制执行。请你公司说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与交易对方的诉讼纠纷是否对本次重组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交易是否具

备继续实施的条件，交易的后续安排及进展情况，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江阴华能的借款纠纷，且因公司在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中未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责任，可能对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构成不利影响。目前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进行沟通协商，后续公司

可能存在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