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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ST 兆新        公告编号：2020-180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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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诉讼基本情况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被执行人”）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2020）

粤 0303 执 10164、10165 号、（2020）粤 0303 执 10164-10165 号及（2020）粤

0303 执 10164-10165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公司与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恩斯实业”）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罗湖法院（2020）粤 0303 民初 7811、

7819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公司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内容，科恩斯实业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强制被执行人偿付人民币

91,303,334 元及利息等。罗湖法院裁定如下：1、冻结、划拨、提取公司的银行

存款及其他款项人民币 91,303,334 元及相关利息或等值外币，或查封、扣押其等

值财产，以清偿本案债务；2、拍卖、变卖公司名下财产以清偿债务；3、轮候冻

结公司名下持有的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4、轮候查封公司名下

位于石岩镇的 24 套房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催款通知

函>、<租金支付催收函>、<履行保证责任提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

2020 年 5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0）、2020 年 5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20）、2020 年 8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70）、2020 年 8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

罗湖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73）。 

二、案件最新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3 日收到罗湖法院短信通知，由于公司没有履行生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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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科恩斯实业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罗湖法院拟处理公司

持有的以下公司的股权（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小微企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兆中海智慧停车充电投资有限

公司、深圳市兆新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兆威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兆

新商业有限公司、上海中锂实业有限公司、河北兆腾气雾剂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百能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清远市兆新科技有限公司、中海物贸（深圳）有限

公司、深圳市乐途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定于 2020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

下午 14 时 30 分在罗湖法院司法大楼三楼大审判庭内以摇珠的方式选取评估机

构。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罗湖法院相关法律文书。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事项外，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可能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上述拟被罗湖法院强制执行的子公司、参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单位：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深圳市乐途宝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中海物贸（深圳）有限

公司  

深圳市中小微企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9.36% 20.00% 17.39% 

 权益法核算的参股公

司 

 2019 年期末余额/2019 年度发生额  

青海锦泰钾肥

有限公司  

北京百能汇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锂实业

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威新能源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比例 8.33% 46.44% 20.00% 49.00% 

资产合计 3,298,533,564.69  88,450,178.59  281,421,168.06  22,000,942.38  

负债合计 2,361,713,371.26  12,271,282.75  88,327,695.90  19,132,089.75  

少数股东权益   -496,153.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936,820,193.43  76,675,049.41  193,093,472.16  2,868,852.63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

产份额 
78,068,349.45  35,607,583.87  38,618,694.43  1,405,737.79  

营业收入 401,797,119.59  5,133,080.02  331,328,342.85  6,109,755.51  

净利润 24,561,594.88  -21,511,430.44  -12,616,919.90  -2,375,702.88  

对联营企业权益投资的

账面价值 
223,672,200.00  11,288,600.00  84,716,6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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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期末账面价值 1,751,200.00  -       193,825,240.14  

 

单位：元 

子公司  

2019 年期末余额/2019 年度发生额 

深圳市虹彩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中海

智慧停车充电

投资有限公司  

清远市兆新科

技有限公司  

河北兆腾气

雾剂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兆新

商业有限

公司 

深圳市兆

新实业有

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60.00% 100.00% 100.00% 

资产合计 64,419,060.13  -    8,804.18  45,383,006.91  - - 

负债合计 31,808,619.04  1,730.00  521,401.18  853,820.09  - - 

少数股东

权益 
      17,811,674.73 

- - 

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

权益 

32,610,441.09  -1,730.00  -512,597.00  26,717,512.09  

- - 

营业收入 39,347,712.47    -    -    - - 

净利润 -23,691,722.83  -50.00  -512,597.00  -1,898,837.57  - - 

归母净利

润 
-23,691,722.83  -50.00  -512,597.00  -1,139,302.54  

- - 

注：深圳兆新商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26 日，深圳市兆新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日

期为 2019 年 12 月 9 日。 

科恩斯实业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强制被执行人偿付人民币

91,303,334 元及利息等。本次司法强制执行尚处于摇珠阶段，若罗湖法院最终强

制执行，将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具体以公司后续披露的审

计报告为准。 

五、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公司与科恩斯实业借款纠纷案件共有 17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资金周转和日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公司仍可以

通过其他一般户进行经营结算。罗湖法院已划扣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资金合计

5,617,944.34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34%。 

2、截至目前，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公司名下

位于石岩镇的 24 套房产已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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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