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089          证券简称：文化长城      公告编号：2020-075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9 日

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及部分银行账户、资产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7），于 2019 年 9 月 6 日、2019 年 10 月 11 日、2019 年 11 月 7 日、2019

年 12 月 6 日、2020 年 1 月 4 日、2020 年 2 月 7 日、2020 年 3 月 6 日、2020 年

4 月 3 日、2020 年 5 月 11 日、2020 年 6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资

产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2019-063、2019-075、2019-082、

2020-005、2020-013、2020-025、2020-032、2020-052、2020-066），根据公司对

银行账户、资产被冻结情况的核实与统计，现对公司银行账户、资产被冻结进展

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账户余额

（元）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潮州枫溪支行 
44****802 一般户 8.16 

1、公司与新余创思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被申

请轮候冻结账户内存款 0

元。 

2、账户内原有余额

6,235.50 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潮州分行营业部 
20****625 一般户 22,031.91 

账户内原有余额

117,858.99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潮州城区支行 
44****984 一般户 3.36 

账户内原有余额

2,563.09 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中国银行潮州分行 64****619 基本户 57402.54 

1、公司与新余创思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被申

请冻结账户内存款

6,307.02 元。 

2、公司与深圳普方达源

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被申请

轮候冻结账户内存款 0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分行 
49****280 一般户 400.25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分行 
11****271 一般户 11.46 

1、公司与新余创思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被申

请轮候冻结账户内存款 0

元。 

2、账户内原有余额

9,039.83 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汕头分行 
17****482 一般户 23.40 

账户内原有余额

37,913.43 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营业部 
11****301 一般户 236654.19 

账户内原有余额

10,833.60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 
79****073 一般户 14.26 

账户内原有余额

10,645.18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浙商银行深圳龙岗支行 58****688 一般户 42.14 

账户内原有余额

21,572.37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中国光大银行汕头分行 78****379  一般户 30.35 

账户内原有余额

23,026.80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新闻

路支行 
39****638 一般户 3.21 

账户内原有余额

2,440.78 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汕头分行 
80****703 一般户 2.91 

账户内原有余额 4,781.15

元被进行司法扣划，公司

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 

包商银行深圳分行福田

支行 
61****374 一般户 0.70 

账户内原有余额 1,096.46 

元被进行司法扣划，公司

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 

北京银行深圳中心区支

行 
20****096 一般户 1.37 

账户内原有余额 2,489.70

元被进行司法扣划，公司

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 

中国银行潮州分行 68****616 专用户 142777.37 

1、公司与新余信公成长新

兴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被申请冻结账户内存

款 142,342.73 元。 

2、公司与深圳普方达源力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被申请轮

候冻结账户内存款 0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分行 
49****481 一般户 0.52 

账户内原有余额 2,262.62

元被进行司法扣划，公司

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粤垦路支行 
96****580 一般户 18970.6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分行 
49****386 一般户 0 

账户内原有余额

1,435.00 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 
79****845 保证金户 372400.74 

账户内原有余额

19,298.43元被进行司法

扣划，公司尚未收到相关

法律文书。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分行营业部 
11****227 美元户 2.29 

账户内原有余额

22,825.60美元被进行

司法扣划，公司尚未收到

相关法律文书。 

光大银行汕头黄山路支行， 
781401880

00121027 
一般户 100  

兴业银行汕头分行营业

部 

391680100

100007574 
一般户 300.03  

截至目前，除了备注的情况之外，其余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公司尚未收到法院

关于冻结的相关法律文书。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解决措施 



 

上述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会造成一定影响，但未对公司整体

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11.11.4 的要求至少在每月前5个交易日内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直至风险消除。 

公司因股权转让纠纷被申请冻结部分银行账户，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

将积极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

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