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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关股东涉诉及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轮

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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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公告前，公司总股本为 452,316,363 股。 

2、本公告中涉及的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计算时，计算公式的分母“公司总股

本”为 452,316,363股。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禧科技”）近日接到

公司实际控制人谭颂斌的通知，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与谭颂斌因金融借款合同产生

纠纷的案件，该案件诉讼将于 2020年 5月 7 日开庭审理。 

此外，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行人在线

业务办理系统查询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所持有的银禧科技股票新增被

轮候冻结。 

上诉事项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新增被轮候冻结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公

司控股股

东 

是否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 

轮候冻结数

量（股） 

轮候冻结股

份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轮候冻结股

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轮候机关 

谭颂

斌 
否 否 8,450,000 25.15% 1.87% 

苏州工业

园区人民

法院 

 



经问询实际控制人，上述新增轮候冻结 8,450,000股股份为本次与浦发银行因

金融借款合同产生诉讼，浦发银行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申请冻结，截至目前，

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尚未收到具体轮候冻结资料。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的情况 

1、谭颂斌本次新增被轮候冻结股份数为 8,450,000股，轮候机关为苏州工业

园区人民法院。 

2、截至 2020年 3月 25日，瑞晨投资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91,124,292股，占公

司总股本 20.15%。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83,992,812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 92.17%,占公司总股本 18.57%；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 83,994,692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 92.18%，占公司总股本 18.57%。 

截至 2020年 3月 25日，瑞晨投资所持有银禧科技股份有两次被轮候冻结的情

况，两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合计为 112,486,994股。 

3、截至 2020年 3月 25日，谭颂斌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33,600,757股，占公司

总股本 7.43%。其中累计质押的的股份数量为 25,87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76.99%，占公司总股本的 5.72%；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为 25,997,757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的 77.37%，占公司总股本的 5.75%。 

 

三、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公司相关股东本次涉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本次诉讼事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向浦发银行贷款4020万元，为此，谭

颂斌和浦发银行签署了《个人借款合同》，谭颂斌、周娟和浦发银行签署了《权

利最高额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合同，因谭颂斌未能及时向浦发银行还

款，浦发银行对谭颂斌及周娟提起诉讼。 

受理法院名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1、诉讼当事人 

原告方：浦发银行 

被告方： 

被告一：谭颂斌 

被告二：周娟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归还原告贷款本金 4,020万元，利息、罚息、复利 536,195.57

元，合计人民币 40,736,195.57元（共中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 2020年 2

月 14日，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2）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因主张债权支出的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571,900元； 

（3）判令原告就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对被告一提供的质押财产银禧科技

股票（证券代码：300221)24,780,000股享有优先受偿权； 

（4）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5）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四、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浦发银行与谭颂斌、周娟因金融借款合同产生纠纷的诉讼尚未开庭，公司将

按照有关规定对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及公司相关股东周娟涉及诉讼的重大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五、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石河子市瑞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瑞晨投资”）涉及的诉讼进展情况及其总债务规模 

1、2018年12月，瑞晨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存在诉讼，该金融借款合同涉及的本金

为13,590万元。该案件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瑞晨投

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偿还融资本金8,070万元以及利息等，目前瑞晨投资及

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已提起上诉。 

2、2019年3月，瑞晨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关于质押式证券回购存在诉讼，瑞晨投资所持有的

公司24,529,900股已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该质押业务涉及的融资金额为

20,000万元。目前该诉讼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终审判

决,判决瑞晨投资偿还融资本金187,999,817.4元以及利息等，瑞晨投资实际控制

人谭颂斌先生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2019年3月，瑞晨投资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因质押式证券回购事项存在仲裁，且东莞证券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财务

保全，瑞晨投资所持有的公司3,962,402股已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冻结，该



质押业务涉及的融资金额为4,400万。目前仲裁院已对本案作出裁决，裁决瑞晨

投资偿还融资本金20,614,248.83元以及利息等。 

4、2019年11月，瑞晨投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福证券”）因保证合同纠纷存在仲裁，华福证券向中国广州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该案所涉保证合同系本次披露的诉讼中股票回购合同之从合同，

该业务涉及的融资金额为23,400万元，目前仲裁委已对本案作出裁决，裁决瑞晨

投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应对瑞晨投资拖欠的融资本金211,799,169.4元以及

利息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瑞晨投资与华福证券关于质押式回购业务存在诉讼，华福证券向福建省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事宜与第四项仲裁均因瑞晨投资与华福证券

的股票回购合同纠纷产生，但起诉/仲裁主体不同，所涉及的诉讼请求金额相同。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0日对外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诉的

公告》。 

6、2019年12月，瑞晨投资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关于质押式证券回购存在诉讼，光大证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该业务涉及

的融资金额为9,900万元，该案讼争的融资本金为8,670万元，目前已开庭审理。 

7、2019年12月，瑞晨投资与光大证券因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存在诉讼，光大

证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瑞晨投资已收到起诉材料，该案讼争的融资本金

为42,015,745.53元，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综上，瑞晨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名下已通过判决、裁决确认的债

务本金以及已诉讼未经判决确认的债务本金合计为670,028,981.16元。 

 

六、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除本公告披露的诉讼事项外，控股股东瑞晨投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不

存在其他未披露诉讼。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诉讼情况如下：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

预计负债 

诉讼(仲裁)进

展 

诉讼(仲裁)审

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2018 年 9月，苏州银禧科技

诉讼滁州市凤凰塑模有限公

司应收账款。 

54.23 否 胜诉 已胜诉 
已进行债权申

报 



2018 年 11月，苏州银禧科技

诉讼重庆前卫毅美模塑科技

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43.80 否 
保全到 16万

元，对方上诉 

保全到 16万元，

对方上诉，二审

待判决 

 

2019 年 5月，苏州银禧科技

诉浙江德浩实业有限公司应

收账款。 

34.13 否 

调解成功，浙

江德浩实业从

12月开始分 6

期，2020年 5

月付清。 

  

2019 年 5月，苏州银禧科技

诉宁波吉贝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应收账款。 

10 否 胜诉 对方申请上诉  

2019 年 7月，浙江利民诉苏

州银禧科技供货纠纷和品质

异常赔款。 

144.2 否 

苏州银禧科技

反诉，调解成

功。 

浙江利民已付

苏州银禧科技

货款 

结案 

2019 年 9月，苏州银禧科技

诉“嘉兴市群峰电器有限公

司”应收账款。 

10.3 否 

1.24 前付款一

半已执行，剩

下一半催收中 

 结案 

2020 年 2月，惠州荣联华橡

塑有限公司诉苏州银禧科技

诉应收账款。 

50 否 3月 26日开庭   

2019 年 5月，银禧科技诉供

应商山东佳旺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材料品质问题。 

10 否 

对方提管辖权

异议，要到济

南开庭。 

  

2019 年 6月，银禧科技诉兴

科原股东陈智勇业绩补偿欠

款。 

13,961.09 否 
已办理财产保

全 
  

2019 年 11月，银禧科技诉兴

科原股东胡恩赐业绩补偿欠

款。 

20,031.76 否 
已办理财产保

全 
  

2020 年 1月，银禧科技对兴

科原股东许黎明、高炳义业绩

补偿欠款提起仲裁。 

7121.65 否 

许黎明、高炳

义两人的股份

清偿已完成，

并收到两人的

部分现金补偿

款。 

  

2020 年 3月，惠州荣联华橡

塑有限公司诉银禧科技应收

账款。 

75.19 否 
2020 年 4月 2

日开庭 
  

2019 年 3月，银禧光电诉广

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欠款 123.80 万。 

123.80 否 胜诉 申请执行中  

2019 年 3月，银禧光电诉深

圳市聚作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欠款 30万。 

30 否 

聚作上诉，二

审银禧光电胜

诉 

  

2019 年 6月，银禧工塑诉广 445.14 否 胜诉 胜诉  



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应收账

款。 

2019 年 3月，兴科电子科技

起诉北京东方车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与王菲东方车云股

权 97.4025万元。 

97.40 否 

已经办理了诉

前财产保全，

简易程序转普

通程序 

9月 14号追加

诉讼费 30万元。 
 

本表格中银禧工塑指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苏州银禧科技指苏州银禧科技有限公司；银禧

光电指东莞银禧光电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兴科电子科技指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七、上述诉讼事项以及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冻结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瑞晨投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涉及的诉讼及其债务纠纷不会影

响公司生产经营，同时不会对公司本期及后期的利润造成影响。子公司及公司涉

及诉讼相关事项也不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造成重大影响。 

控股股东与东莞证券、华福证券的仲裁败诉，东莞证券或华福证券要求控股

股东偿还债务，则不排除其会强制出售瑞晨投资持有的银禧科技股份，从而导致

控股股东持股情况发生变化。瑞晨投资与中原证券质押式回购业务纠纷涉及的诉

讼败诉，中原证券要求控股股东偿还债务，则不排除其会强制出售瑞晨投资持有

的银禧科技股份，从而导致控股股东持股情况发生变化。 

控股股东瑞晨投资、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相关债权方涉及正在进行的诉

讼若败诉，不排除相关债权方强制出售瑞晨投资持有的银禧科技股份，从而存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传票》 

2、《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3、《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通知书》 

4、《民事起诉状》 

5、《证据目录》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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