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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借款逾期及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夏智慧”活“公

司”）与子公司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夏科技”） 、

重庆天夏聚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聚盈”）及西藏智天夏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智天夏”）受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放

缓、融资规模受限等影响，延续建设项目及新建项目都有受到一定影

响而出现建设速度放缓的现象，从而造成营业收入的下降；另外受政

策环境及信贷收紧等因素影响，部分满足收款条件的应收账款未能按

时收回，从而导致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大幅增加，由此带来的

资金压力导致公司短期借款逾期及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具体如下： 

一、短期借款逾期的具体情况 

借款方 贷款银行 借款金额 借款余额 借款期限 质押、抵押或担保 

天夏智慧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 

   

60,000,000.00  
   59,997,991.66  2017.12.25-2018.12.25 应收账款质押 

天夏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 

   

50,000,000.00  
   48,000,000.00  2018.12.12-2019.4.20 应收账款质押 

天夏科技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79,526,152.28  2017.11.24-2019.3.16 应收账款质押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ab0be93318534658956394aa1a9cde8.html


 

州城西支行 80,000,000.00  

天夏科技 江苏银行杭州分行 
   

50,000,000.00  
   47,997,300.00  2017.10.20-2019.6.10 保证 

天夏科技 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190,000,000.00  2018.8.22-2019.6.15 应收账款质押 

重庆聚盈 
中航纽赫融资租赁（上海）

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2018.6.28-2019.6.27 应收账款质押 

天夏智慧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 

   

65,000,000.00  
   64,898,390.18  2019.1.2-2019.5.1 应收账款质押 

  合计 
  

605,000,000.00  
  590,419,834.12    

 

二、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序

号 
被冻结账户 数量/金额（元） 冻结期限 冻结原因 

1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

本户账号：312101040001017 

开户行：农行梧州龙山支行 

542,747.96 2018.7 月至今 

与李恬静合同纠纷一案

（案件号：（2018）豫

0191 财保 1752 号） 

2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户 

账号：19045301040017351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高新支

行 

  1,526,681.20  2019 年 2月至今 

与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19）京 02民初 66

号） 

 

3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33200188000316445 

开户行：江苏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 

        300.43  2019 年 2月至今 

4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95030154740001977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

行保俶支行 

      1,039.14  2019 年 2月至今 

5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95090154800001796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

行钱塘支行 

           -    2019 年 2月至今 

6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71220122000001908 

开户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 

    146,324.03  2019 年 2月至今 



 

7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79660188000066027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杭州滨江支

行 

     21,303.21  2019 年 2月至今 

8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801110010122700387 

开户行：恒丰银行北京通州分行营

业部 

      1,928.11  2019 年 2月至今 

9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696010265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万寿路支行 

        127.34  2019 年 8月至今 
案号：（2019）川 0107

执 4905 

10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91060078801300000090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金

融街支行 

        851.34  2019 年 7月至今 

与杭州宜协电子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19）浙 0106执 3749） 

11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1202021409900243393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

行 

      1,827.90  
2019年 7月/2019

年 8月 

与杭州宜协电子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19）浙 0106 执

3749）；与天津亚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票据纠纷

一案（（2019）吉 0193

执 169号） 

13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2003053545000199 

开户行：渤海银行金华分行营业部 

        199.90  2019 年 8月至今 

与天津亚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票据一案（案号：

（2019）吉 0193 执 169

号） 

14 

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户 

账号：0158000409100026737 

开户行：工商银行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支行 

      4,171.55  2019 年 7月至今 与宁波银行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2019）浙

0106 民初 5570 号） 

 
15 

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71210122000022194 

开户行：宁波银行杭州大江东支行 

      1,185.27  2019 年 7月至今 

16 

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一般户 

账号：90300012019007095 

开户行：温州银行杭州分行 

        902.28  2019 年 8月至今 

与民生银行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2019）浙

0104 民初 7666 号）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为了解决上述短期借款逾期及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公司积极



 

催收应收账款，筹措资金，解决债务问题。具体措施如下： 

1、完善内部控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为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

制，公司成立专门的信用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应收账款风险

管理。建立应收账款风险管理档案、进行客户评价，对于信用不好的

企业，也可用法律手段收回债务。 

2、设立应收账款专项小组，加大检查力度，充分发挥内部审计

的监督作用。公司设立专门小组，重点检查内控的执行情况，确保应

收账款的收回； 

3、公司会不断改进监控体系，完善内部控制，提出应收账款的

预警建议。 

4、加快应收账款周转速度。公司将做好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

密切关注其回收进度和变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努力提高应收

账款的收现效率，以加强筹措资金的力度，解决公司债务问题。 

5、对于因法律诉讼导致的账户冻结，公司将与相关各方积极沟

通，争取通过和解、调解的方式解决争议，使被冻结账户尽早解冻。 

四、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因债务逾期，公司及子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

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债务逾期事项会导致

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可能对公司经营管理

及信用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2、关于因法律诉讼导致账户冻结，除去以上被冻结账户，公司

及子公司的其他银行账户均属正常使用状态，以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为合同主体的销售合同，在目前阶段已做变更收款账户处理，

不影响项目的正常收款。我司主要以项目所在地的子公司为合同主体



 

来进行项目合同的签订，目前已经在着手成立成都、贵阳、昆明等地

的全资子公司，以子公司为主体进行当地项目的开展，因此，被冻结

的账户和资产，对公司的实际业务经营无不利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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