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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19〕80号 

─────────────── 

 

 

关于对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实际控制人兼时任董事长潘锦海和 

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 

 

当事人：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简称：汇嘉时代，

A 股证券代码：603101； 

潘锦海，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

制人，时任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意静，时任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 

王立峰，时任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



－2－ 
 

理； 

高玉杰，时任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总

监； 

董凤华，时任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

副总经理。 

 

经查明，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嘉时

代或公司）在信息披露、规范运作方面，实际控制人兼时任公司

董事长潘锦海在规范运作方面，公司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

存在以下违规事项。 

一、上市公司等主体违规情况 

（一）实际控制人兼时任公司董事长潘锦海及其关联方通过

小贷公司转贷的形式，形成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经查明，新疆汇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嘉小贷）

系汇嘉时代全资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设立，主营业务为办理

各项小额贷款。2018 年 4 月，汇嘉小贷分别借款给新疆启盈汇

利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130万元、新疆创盈利

投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00 万元，合计 2,630

万元，后均转贷给公司实际控制人兼时任公司董事长潘锦海。

2018 年 4月至 12月，汇嘉小贷分别借款给新疆康瑞集团有限公

司 1,400万元、新疆宝开茂建材有限公司 1,300万元、新疆诚尚

德商贸有限公司 1,500万元、任强 1,100万元、张斌 200万元、

朱翔 1,500万元、王珂 1,500万元、唐文军 1,500万元、杜曼莉

1,500 万元、李洁 1,500 万元、张恒楷 1,200 万元，合计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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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后均转贷给新疆汇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

嘉集团）；2018 年 8 月至 10 月，汇嘉小贷分别借款给克拉玛依

汇嘉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嘉文化）500万元、新疆乐

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天建设）250万元、潘锦财 20

万元；2018年 5月至 12月，汇嘉小贷借款给游林合计 1,100万

元, 后均转贷给和田帝辰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辰

医药）。2019年 1月，汇嘉小贷借款给李书诚 1,100万元，后转

贷给帝辰医药；2019 年 1 月，汇嘉小贷分别借款给新疆康瑞集

团有限公司 1,400万元、新疆永道商贸有限公司 1,500万元，后

均转贷给汇嘉集团。 

汇嘉集团、汇嘉文化、乐天建设、帝辰医药均系潘锦海实际

控制的企业，潘锦财系潘锦海胞兄，潘锦海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时任公司董事长，通过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违反了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上述转贷或

直接借款本金共计 2.27 亿元，其中 2018 年占用金额为 1.87 亿

元、占公司 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14.46%，2018 年期末占

用资金余额为 1.82 亿元、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14.08%；2019年占用金额为 4,000万元，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为 2.99%。 

汇嘉小贷 2018 年收到本息合计 1,758.36 万元，2019 年收

到本息合计 22,774.61万元。截至 2019年 3月 21日，汇嘉小贷

已收到上述关联方转贷或直接借款全部本金及按照借款协议约

定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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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担保超过股东大会决议金额，超出部分未履行股

东大会决策程序，也未及时进行披露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披露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好家乡超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好家乡超市）向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的 8,0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但公司在 2018 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公司实际为好家乡超市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分行 11,000 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超出前期股东大会

授权金额上限 3,000万元。好家乡超市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上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但汇嘉时代对好

家乡超市提供的担保金额超出授权部分未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

序，也未及时进行披露。 

（三）日常关联交易大幅超出前期授权预计额度，但未履行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19 年 4 月 20 日，公司披露关于确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并预计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2018年度

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大幅超出前期授权的预计额度。 

其中，公司未预计 2018 年与昌吉市汇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但实际发生金额为 2,215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1.71%，交易内容为储值卡赊销金

额；公司未预计 2018 年与新疆宝开茂建材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但实际发生金额为 707.98万元，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为 0.55%，交易内容为汇嘉时代接受劳务；公司预计

2018 年与好家乡超市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7,000 万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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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生金额为 19,090万元，超出预计金额 12,090万元，超出

部分占公司 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9.35%，交易内容为 2018

年 9月将好家乡超市纳入合并范围前，汇嘉时代对好家乡超市增

加扶持资金；公司预计 2018 年与关联自然人潘锦兰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为 25 万元，但实际发生金额为 71.51 万元，超出预

计金额 46.51万元，交易内容为汇嘉时代提供商铺联租服务。 

上述每一项与关联法人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均达到披露标

准，但公司均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其中，与好家乡超市的

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部分达到了股东大会审议标准，但公

司未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也未及时披露。公司连续多次发生

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情形，且超出金额巨大，超出总额达到

1.5亿元，占公司 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达到 11.65%。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转贷，导致形

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对外担保超出额度部分未履行股东

大会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未履行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且发生次数较多、超出金额巨大；上述行为

严重违反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4条、第 2.1条、第 9.11条、第

10.2.3 条、第 10.2.4 条、第 10.2.5 条、第 10.2.12 条等相关

规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兼时任汇嘉时代董事长潘锦海，同时担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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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小贷董事长，组织、策划并实施以转贷的形式形成非经营性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违规行为，损害了上市公司合法权益，是对该

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时其作为时任公司董事长对上

述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违规行为亦负有主要责任。时任公司董

事兼副总经理王立峰兼任汇嘉小贷总经理，时任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薛意静作为公司经营管理的主要人员，时任董事兼财务总监高

玉杰作为公司财务事项负责人，参与实施上述违规资金占用；时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董凤华兼任汇嘉小贷监事未能勤勉

尽责。王立峰、薛意静、高玉杰、董凤华是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违规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员。此外，董凤华作为公司时任董

事会秘书，负责公司信息披露具体事务，未勤勉尽责，对公司另

外两项违规行为，即对外担保超出额度部分未履行股东大会决策

程序、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未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负有

主要责任。上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

《股票上市规则》第 2.2 条、第 3.1.4 条、3.1.5 条、第 3.2.2

条以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

出的承诺。 

（二）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对本单纪

律处分事项进行审核，并根据相关监管对象的申请举行了听证。 

时任董事兼总经理薛意静申辩称，一是关于资金转贷事项，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形成的职责分工，其在资金转贷事项发生期

间不负责小额贷款业务；二是关于对外担保超过股东大会决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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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事项，是经办人员根据银行要求对合同担保金额进行了修改且

未向董事会及时报告，同时银行实际放款金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审

议上限，相关贷款已经还清，未对公司造成任何损失；三是关于

日常关联交易超额事项，其认为向好家乡超市提供担保时虽未对

好家乡超市实现控制，但已持股 51%，并已计划全盘接手实际经

营管理工作，且未造成实际损害，相关关联交易公平公允，无违

规故意。 

时任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董凤华申辩称，一是关于资金转

贷事项，其未参与该事项，事先不知情、事后无人告知，也不知

道自己是汇嘉小贷的监事，自己不应被采取与主要责任人同等纪

律处分；二是关于对外担保超过股东大会决议金额事项，与薛意

静理由一致；三是关于日常关联交易超额事项，其认为董事会秘

书不是日常业务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公司财务部未及时将超额

关联交易告知董事会秘书，导致年度报告审计时才发现此事，其

知情后立即向董事会汇报，并补充履行了相应内部程序。 

（三）纪律处分决定 

针对有关责任人在纪律处分过程中提出的异议理由及申辩

意见，本所认为，相关申辩理由不能成立。 

一是虽然两人均不是汇嘉小贷的直接负责人，但薛意静作为

时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应当全面关注公司业务经营及重大事项，

不得以不负责相关业务或不知悉有关问题和情况为由推卸责任，

而董凤华兼任汇嘉小贷监事，理应对小贷公司经营情况有所了

解，且应当有效监督并促使公司规范运营，两人提出不分管小贷

业务、事先不知情等申辩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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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外担保合同签订后，公司即已承担超过了股东大会审

议上限的额外担保责任，实际是否履行担保责任不影响对是否构

成违规担保的认定；公司签署的担保合同中，实际填写金额大幅

超出股东大会审议上限，但公司在较长时间内未能发现；也未履

行决策程序和披露义务，反映出公司未设立有效的内控机制，缺

乏合规运作和信息披露意识。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未向董事会报

告不能成为相关责任人员减免纪律处分的理由。 

三是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薛意静、董凤华作为上市公司董事及担任特定职务的高级

管理人员，理应持续关注公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和经授权的关联

交易预计金额使用情况，并及时督促公司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但公司 2018 年连续发生多起关联交易金额大幅

超出经授权的预计金额的情形，且超出金额巨大，足以说明相关

责任人员未能勤勉尽责。是否造成实质损害、交易是否公允不影

响其违规性质的认定。 

此外，董凤华作为时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汇嘉小

贷监事，未能勤勉尽责，造成公司信息披露和内部决策程序出现

重大违规，对公司上述 3项违规行为均负有直接责任，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应当给予公开谴

责的纪律处分。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7.2

条、第17.3条、第17.4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

施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新疆

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兼时任董事长潘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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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时任董事兼总经理薛意静、时任董事兼副总经理王立峰、时

任董事兼财务总监高玉杰、时任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董凤华予

以公开谴责。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政府，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

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可于 1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

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

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应当引以为戒，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

则，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并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告

知公司相关重大事项，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