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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6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2018-114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18年12月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获悉控股股东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蕙富骐骥”）所持本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公司立即向蕙富骐骥发函

核实股票轮候冻结事宜，现已收到控股股东蕙富骐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来的《关于控股

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函》、《仲裁申请书》、《成都仲裁委员会答辩通知书》[（2018）

成仲案字第1340号]，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股份被冻结的情况 

蕙富骐骥函称：“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蕙富骐骥”）

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收到上市公司发来的《关于股份轮候冻结事项的提示函》，要求

蕙富骐骥核实并确认股份轮候冻结数量及原因，现回复如下： 

经查，2018 年 12 月 4 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因明君集团科

技有限公司与蕙富骐骥合同仲裁案出具《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

裁定书》[（2018）川 0191 财保 74 号]，裁定对蕙富骐骥名下 4000 万上市公司股票予

以查封、冻结（轮候冻结）。 

截至 2018年 12 月 11日，我司尚未收到法院发送的关于冻结的正式文书。” 

经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获悉蕙富骐骥所持本公司股票被轮

候冻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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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收到控股股东蕙富骐骥转发的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向

成都仲裁委员会递交的《仲裁申请书》，具体内容如下： 

“申请人：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君集团） 

被申请人一：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申请人二：刘中一 

仲裁请求： 

1、裁令蕙富骐骥向明君集团支付置入资金对价款 63574393.83 元及相应收益（以

本金 63574393.83 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 3.3%从 2015年 11 月 25 日起计算至付清之

日止，暂计算至 2018年 10 月 31 日为 5882599.61 元）； 

2、裁令蕙富骐骥向明君集团支付违约金（以 69456993.44 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的 3 倍从 2016年 3 月 1 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

为 55660741.32 元）； 

3、裁令刘中一向明君集团支付置入资金对价款 64055018.29 元； 

4、裁令刘中一向明君集团支付违约金（以 12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的 2 倍从 2018 年 1 月 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 3200 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的 2 倍从 2018 年 7月 1 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上两笔款项暂计算至 2018年 10

月 31 日为 4155616.44 元） 

5、裁令蕙富骐骥和刘中一向明君集团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 1200 万元为基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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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年利率从 2018 年 1月 1 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 3200 万元为基数，按 10%的年

利率从 2018年 7 月 1 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上两笔款项暂计算至 2018 年 10月 31

日为 2077808.22 元）； 

6、裁令蕙富骐骥、刘中一分别向明君集团支付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和保全费； 

7、裁令本案仲裁费用应由蕙富骐骥和刘中一承担。 

事实与理由： 

2009 年 5 月 8 日，明君集团与汇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集团）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和《协议书》，约定汇源集团将其持有的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源通信）20.68%的股份（4000 万股）转让给明君集团，明君集团需向汇源集团

支付 9000 万元人民币并交付目标资产，目标资产是指截止明君集团重组汇源通信的置

出资产交割日，汇源通信拥有的全部资产、业务、负债、或有负债和人员及经营现有资

产所产生的全部费用，但不包括目标股份过户后汇源通信母公司新形成的资产、负债及

费用。 

前述协议签订后，汇源集团将汇源通信 20.68%的股份（4000 万股）过户给了明君

集团，明君集团亦向汇源通信（注：应为汇源集团）支付了 9000 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

款。 

2010 年 4 月 28 日，明君集团与汇源集团及刘中一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明君

集团受让目标股份所支付的现金对价部分由明君集团直接向汇源集团支付。明君集团受

让目标股份所支付的资产对价部分（即目标资产）由明君集团交付给汇源集团或汇源集

团指定的第三人。明君集团向汇源集团交付的目标资产为汇源通信持有的四川汇源进出

口有限公司的股权和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有限公司）拥有的约 46

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其余目标资产均由明君集团向刘中一履行交付义务。 

为履行上述目标资产的置出和交付义务，汇源集团、成都一诚投资管理有限等公司

先后与汇源通信及其下属子公司汇源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资产转让协

议》等，明君集团向汇源通信、汇源有限公司等支付置入资金 127630903.36 元，汇源

通信、汇源有限公司等将等值的资产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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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7 日，明君集团与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蕙富骐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明君集团将其持有的汇源通信 20.68%（4000

万股）股份以人民币 6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蕙富骐骥。同年 11 月 25 日，明君集团与蕙富

骐骥、刘中一签订《协议书》，明确蕙富骐骥需置出汇源通信原有全部资产，并将该置

出资产交付给明君集团或其指定第三方。明君集团在资产重组过程中为置出资产实际置

入资金 127630903.36 元，蕙富骐骥应向明君集团支付置入资金中 63574393.83 元，剩

余的 64055018.29 元待蕙富骐骥将置出资产置出后，由刘中一向明君集团支付。 

《协议书》签订后，蕙富骐骥与明君集团于 2015年 12 月 24日完成了汇源通信 4000

万股股份的过户手续。经多次催促，蕙富骐骥至今未向明君集团支付置入资金的对价款，

即人民币本金 63574393.83 元及其产生的收益。依据《协议书》第四项‘专管账户资金

的交付’中第 2 款‘若蕙富骐骥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未按照本条约定按期、足额向明君集

团支付相应款项的，明君集团有权要求蕙富骐骥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足额支付，并有权要

求蕙富骐骥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按照如下标准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不超过一年的，按照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违约金；逾期超过一年的，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三倍

计算违约金’之约定，蕙富骐骥除应向明君集团支付置入资金对价款 63574393.83 元及

其产生的收益外，还应向明君集团支付从 2016 年 3 月 1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

金。 

依据 2015 年 11 月 25 日《协议书》第二条第 1 款‘蕙富骐骥负责于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 12 个月内将拟置出资产置出，最迟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交付给刘中一，否

则刘中一有权启动法律程序主张权益。因置出资产中尚有价值 64055018.29 元的资产份

额应归明君集团所有。刘中一同意在资产置换完成后，按照如下节奏，向明君集团支付

现金人民币 64055018.29 元’之约定，三方对蕙富骐骥置出资产的时间和刘中一向明君

集团付款的时间进行了明确约定。在蕙富骐骥已严重逾期近三年仍未完成剩余目标资产

的置出义务的情况下，刘中一并未按协议约定及时启动诉讼程序，且其在已立案的

（2018）成仲案字第 1153 号仲裁案中，亦未要求蕙富骐骥履行置出义务。事实上，刘

中一一直在对剩余目标资产进行经营管理，除了经营管理收益之外，还按协议书的约定

享有每月 200 万元的补偿金，故其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蕙富骐骥已严重违约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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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怠于向蕙富骐骥主张资产置出的权利，客观上损害了明君集团的合法利益，刘中一

应立即向明君集团支付 64055018.29 元。同时，《协议书》第二条第 2 款亦约定‘刘中

一未按照本条约定按期、足额向明君集团支付相应款项的，明君集团有权要求刘中一足

额支付，并有权要求刘中一按照如下标准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不超过一年的，按照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违约金；逾期超过一年的，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三倍计

算违约金’，故刘中一应向明君集团支付违约金。 

另，因蕙富骐骥和刘中一的共同违约行为导致明君集团未能按时取得上述款项，明

君集团实际产生了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故蕙富骐骥和刘中一还应向明君集团共同承担

资金占用损失的赔偿责任。 

为维护申请人明君集团的合法权益，现明君集团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申请仲裁，请求贵委对申请人明君集

团的全部仲裁请求予以支持。” 

根据 2018 年 12 月 11 日明君集团律师发送至控股股东蕙富骐骥的《四川省成都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 0191财保 74 号]，申请人明君集

团科技有限公司向成都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对被申请人广州蕙富骐

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下所有的财产在价值 127195542.98 元范围内予以查封、

冻结。担保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等额保函担保。现成都仲

裁委员会代为向高新区人民法院提交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的保全材料。 

高新区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

裁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

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对被申请人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下所有的财产在价值

127195542.98 元范围内予以查封、冻结。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

停止裁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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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股股东蕙富骐骥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法院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蕙富骐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40,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20.68%。蕙富骐骥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法院冻结及轮候冻结 40,000,000股，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68%。 

二、风险提示 

1、本次股份冻结事项暂未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造成影响。若所冻结的股份被司法

处置，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2、《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或在上述选定媒体上刊登。公司及董事会将持续关

注本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蕙富骐骥出具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3、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仲裁申请书》； 

4、《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 0191 财保

74 号]；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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