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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48,691,587 股股份（暂按 2018 年 12 月 11 日收盘价格 2.21

元/股计算，价值总为 107,608,407.27 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无

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近日，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就控股股东（即

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48,691,587 股补偿股份权益纠纷案向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请民事起诉状，对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一”）、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二”）、杭州广瀚星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被告三”）、深圳前海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

告四”）、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圳湾支行（以下简称“被告五”）、崔

炜（以下简称“被告六”）及宋楠楠（以下简称“被告七”）提起诉讼。 

二、诉讼案件的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诉讼案件的事实及理由 

1、存放应补偿股份的专门账户属于存放特定股票的特定账户，不属于被告

一的自有股票账户。 



2014 年，原告向被告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被告一所持有的中安消技术有

限公司 100%股权，原告与被告一分别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与 2014 年 6 月 10 日

签订《利润补偿协议》与《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若原告在利润补偿期间内的每一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实际

净利润未能达到协议约定的当年利润预测数，则被告一根据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

确定当年应补偿原告的股份数量。被告一须将该应补偿股份划转至原告董事会设

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

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原告享有。 

2015 年 6 月 29 日，原告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通过《2015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2015-082），通过《关于完善利润补偿协

议的议案》，明确原告应在需补偿当年年报披露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依据公式计

算并确定被告一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将该应补偿股份划转至被告一设立的

专门账户进行锁定，由原告上市公司董事会对该账户进行监督。该部分被锁定的

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

润归原告享有；明确被告一补偿期届满后，原告应就原告被锁定的应补偿股份的

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该等事宜获原告股东大会通过，原告将以

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锁定专户中存放的股份，并依法予以注销。

若上述被锁定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未经股东大会通过，则原告应在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被告一，被告一将在接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

取得所需要的批准并将相关被锁定的股份赠送给原告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原

告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以下简称“原告在册股东”，被告

一因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份不参与该锁定股份的赠送，以下各处

所指含义均相同），在册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原告在册股东的比例享有获赠

股份。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原告与被告协商一

致达成的安排，被告一向原告应补偿股份须划转至原告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此后，根据《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股东大会及原告确认被告一向

原告应补偿股份须划转至被告一名义设立的专门账户。由此，被告一基于《利润

补偿协议》、《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设立存放应补偿股份的专门账户，系用于存放补偿股份的特定账户，不是被告的

自有账户，该账户上的股份也非被告一的可支配自有财产。 

2、48,691,587 股股份由被告一股票账户划转至专门账户之日起不属于被告

一的财产，其权利人为原告在册股东。 

2015 年 3 月 30 日，原告发布《关于置入资产 2014 年度盈利承诺实现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6），明确原告 2014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且经计算确认被告一 2014 年应向原告补偿的股

份数合计为 11,768,364 股。根据原告的指示，被告一于 2015 年 7 月 6 日在招商

证券开设专户，并将前述 11,768,364 股划转至被告一在招商证券设立的专门账户

进行锁定。 

2016 年 3 月 30 日，原告发布《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6-070），明确原告 2015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并且经计算确认被告一 2015 年应向原告补偿的股份数合计为

21,126,791 股。根据原告的指示，被告一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将前述 21,126,791

股划转至被告一在招商证券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 

2016 年 6 月 15 日，原告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加补偿股份数的影响公告（公

告编号：2016-144）》，明确因原告 2015 年度业绩未达盈利预测，被告一需增加

补偿股份 15,796,432 股，上述增加补偿股份将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划转

至被告一在招商证券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并受原告董事会监管，且不拥有

表决权及股利分配的权利。根据原告的指示，被告一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将前述

15,796,432 股划转至被告一在招商证券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关于中安消股份有

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5]48340008 号）与《关

于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6]48340008 号），确认原告 2014 年、2015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且经计算确认被告一 2014 年、2015 年应向原告补

偿的股份数合计为 48,691,587 股。如前所述，被告一实际已按约定分三期将相应

的应补偿股份划转至被告一在招商证券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转入后就未进



行任何处置。2016 年 6 月 30 日，原告向中恒汇志分红后，中恒汇志将专门账户

中 48,691,587 股股份的相应现金分红 1,579,643.20 元支付至原告账户。证明专门

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及权益已不属于中恒汇志。 

此后，2017 年 5 月 11 日，原告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通过《关

于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应补偿股份处置的议案》，并且发布《第九届董

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7-097）及《关于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

有限公司履行盈利补偿承诺暨先行处置已冻结的 2014 年、2015 年应补偿股份》

（公告编号：2017-099）公告，明确利润补偿期届满后，原告应就被告一应补偿

股份的处置（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该等事宜获得原告股东大

会通过，原告将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回购上述锁定专户中存放的股份

48,691,587 股，并予以注销；若回购及注销事宜未获原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

告将按照约定安排办理被告一应补偿股份的赠送事宜。 

2017 年 6 月 9 日，原告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

发布关于《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2017-120）公告，确认本次

股东大会未通过《关于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应补偿股份处置的议案》，

根据此股东大会决议结果，原告将按照协议约定及《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安排办理被告一应补偿股份 48,691,587 股的赠送至原告股东名下事宜。

因此，原告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被告一，被告一

将在接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取得所需要的批准并将相关被锁定的股份赠送给原告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原告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被告一因

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份不参与该锁定股份的赠送），在册股东按

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原告的总股本（扣除被告一因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持有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由于存放应补偿股份的专门账户属于依据协议约定及股东大会决议设立的

专门账户，并非被告一的自有股票账户，被告一按照协议约定、股东大会决议及

原告指示将应补偿股份合计 48,691,587 股划转至专门账户的行为，属于应补偿股

份的交付行为，交付后不再属于被告一名下自有财产，此后根据原告股东大会决

议，专门账户中股票应赠送给原告在册股东（被告一因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持有的股份数量除外），据此 48,691,587 股自划转至专门账户之日起，权利人

应为原告在册股东（被告一因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份数量除外）。 

3、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及被告七冻结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已妨碍将该 48,691,587 股股份登记至原告股东名下。 

被告二因（2017）川民初 64 号案件向四川省高院申请冻结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冻结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6 日，为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

股份首轮查封申请人；被告三因（2017）京 04 民初 60、61、63、64、65 号案件

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被告四因

（2017）粤 0104 民初 13313 号案件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申请冻结专门账户

中 48,691,587 股股份；被告五因（2017）粤 03 民初 1774-1780 号、1792-1796 号

案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被告六因

（2017）沪 0105 民初 13309、15401 号案件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冻结专

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被告七因（2017）深仲受字第 1270 号案件向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专门账户中 12,344,213 股股份。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确定该 48,691,587 股股份应向原告股东办理

赠送手续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一办理该等股份登记到原告股东的手续，被告一

认可该 48,691,587 股股份属于已交付的应补偿股份，但以该等股份已被冻结为由

表示无法办理后续手续。 

原告为《利润补偿协议》与《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约主体，且《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明确载明原告应

安排办理 48,691,587 股股份赠送手续，基于上述安排，原告有义务且有权代表原

告股东（被告一除外的股东）向被告一主张 48,691,587 股股份的权属及具体赠送

事宜，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及被告七对专门

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排除妨碍，其应申请解除对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

份的冻结。 

4、原告保留对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及被告七主张赔

偿因错误冻结而造成原告股东无法及时获得股份并变现、变现股份而造成的跌价

区间的经济损失的权利。 



按照原告股东大会决议，原告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书

面通知被告一，被告一将在接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取得所需要的批准并将专门账

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赠送给原告在册股东。 

然而，被告二因与被告一发生合同纠纷向四川省高院申请冻结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法院于 2017 年 6 月 6 日首轮查封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

股份，此后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及被告七申请轮候查封冻结专门账

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导致被告一无法按照协议要求、股东大会决议及原告指

示完成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的赠送事宜，无法将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登记至原告在册股东名下，导致股权登记日原告在册股东无法及时获得股

份、变现股份。 

因此，被告二作为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的首轮查封人，应向股权登

记日原告在册股东赔偿由此造成的跌价区间的经济损失，跌价损失约为

583,325,212.26 元。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及被告七作为轮候冻结人，

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保留在本案增加诉讼请求或另案起诉予以主张的权利。 

（二）诉讼请求的内容 

1、请求判决确认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不属于被告一的财产（暂按

2018 年 12 月 11 日收盘价格 2.21 元/股计算，48,691,587 股价值为 107,608,407.27

元），其权利人为原告在册股东（被告一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 3.95 亿

股份除外）； 

2、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及被告七对专门账

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排除妨碍，申请解除对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的冻

结； 

3、请求判令被告一办理将专门账户中 48,691,587 股股份登记至原告在册股

东（被告一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 3.95 亿股份除外）名下的各项手续； 

4、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等合理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为了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案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诉讼事项进展情况，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