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
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2019） 京 03 民初 92 号案件的《民事调解
书》。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嘉茂通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茂通公司”）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合同纠纷依法作出民事调解。 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上海弈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弈辛实业”）拟与冠福股份进行业务合作，

双方签署了《销售合同》，但最后并无进行真实的商品贸易。 2018 年 1 月 16 日，嘉
茂通公司与弈辛实业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弈辛实业将其持有与冠福股
份签订的《销售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嘉茂通公司，嘉茂通公司向弈辛实业
支付保理首付款 50,000,000.00 元。 同日，公司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隐瞒公司董事会，擅自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五天”）名义与嘉茂通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国内保理业务合
同》项下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上述合同签订后，嘉茂通公司按约定向弈辛实业支付
了 50,000,000.00 元保理首付款。 因弈辛实业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其他保
证人亦未履行担保义务，嘉茂通公司遂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对该案件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
理此案，公司聘请专业律师积极应诉。

本次诉讼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收到（2019）京 03 民初 92 号案件 < 应诉通知书 >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7）。

二、本次诉讼的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 各方当事人就本案争议事项及相关事

项自愿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已确认自 2019 年 1 月 19 日起截至 2020 年 1 月 6 日，弈辛实业应偿还

的保理融资款本息合计人民币 61,325,000.00 元。
2、各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和期限向嘉茂通公司偿还上述款项：
（1）冠福股份、上海五天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之前（含该日）向嘉茂通公司偿还

保 理 融 资 款 本 金 26,000,000.00 元 、 期 内 利 息 1,300,000.00 元 ， 期 外 利 息
4,589,000.00 元。 若冠福股份、上海五天或指定的第三方在该期限内偿还了上述款
项，嘉茂通公司不再向冠福股份，上海五天主张任何权利（还款责任及保证责任）。
即冠福股份、上海五天按照本调解书履行支付义务后，嘉茂通公司与冠福股份、上
海五天之间的债权债务即全部结清。 无论弈辛实业、 林文智、 陈忠娇是否按时付
款，嘉茂通公司均不得向冠福股份、上海五天追偿任何款项。

（2）弈辛实业、林文智、陈忠娇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之前（含该日向嘉茂通公司
偿还保理融资款本金 24,000,000.00 元， 期内利息 1,200,000.00 元， 期外利息
4,236,000.00 元。 若弈辛实业、林文智、陈忠娇在该期限内偿还了上述款项，则嘉茂
通公司不再向弈辛实业、林文智、陈忠娇主张任何权利（还款责任及保证责任），即
弈辛实业、 林文智、 陈忠娇按照本调解书履行支付义务后， 嘉茂通公司与弈辛实
业、林文智、陈忠娇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

（3）对于嘉茂通公司因起诉而产生的诉讼费（包括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
担保函的费用、嘉茂通公司聘请律师产生的费用以及其它费用等，由嘉茂通公司自
行承担。

3、若冠福股份、上海五天按照本调解书第二条第 1 项的约定和金额按时足额
向嘉茂通公司支付全部款项，则嘉茂通公司解除对冠福股份、上海五天全部查封的
保全措施；若弈辛实业、林文智、陈忠娇按照本调解书第二条第 2 项约定的时间和
金额足额向嘉茂通公司支付全部款项，则嘉茂通公司解除对弈辛实业，林文智、陈
忠娇全部查封的保全措施。

4、若冠福股份、上海五天未按照本调解书第二条第 1 项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按
时向嘉茂通公司支付相应款项的， 则嘉茂通公司有权就本金 50,000,000.00 元、期
内利息 2,500,000.00 元和以本金 50,000,000.00 元按照年利率 24.00%的标准自
2019 年 1 月 19 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期外利息的合计总额扣除冠福股份、
上海五天、弈辛实业、林文智、陈忠娇已根据本调解书支付的款项后，对冠福股份、
上海五天申请强制执行。

5、若弈辛实业、林文智、陈忠娇未按照本调解书第二条第 2 项约定的时间和金
额按时向嘉茂通公司支付相应款项的， 则嘉茂通公司有权就本金 50,000,000.00

元、 期内利息 2,500,000.00 元和以本金 50,000,000.00 元按照年利率 24.00%的标准
自 2019 年 1 月 19 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期外利息的合计金额扣除冠福股
份、上海五天、上海奔辛实业有限公司、林文智、陈忠娇已根据本调解书支付的款
项后，对弈辛实业、林文智、陈忠娇申请强制执行。

6、冠福股份、上海五天按照本调解书第二条第 1 项按时足额支付相应金额后，
有权就该款项向弈辛实业追偿并依据本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弈辛实业的财
产。

本调解书自各方当事人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和解协议签字即具有法律效
力。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
关联企业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
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调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调解协议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达成的， 当事人在调解协议笔录上签名

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对控股
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 本次
签署调解协议， 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 / 坏帐准备， 预计增加公司
2,036.44 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 公司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后冲
回前期多计提的预计负债 / 坏帐准备， 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
/ 坏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性利润，不可持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
流。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

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 2018 年 10 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
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
何相关审批文件， 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
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度对前述事项
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法
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
业发行不超过 6 亿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
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 鉴
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
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并与部
份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
期的债券产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
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启动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目前公司已对
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结。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
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 03 民初 92 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及其他法

律文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 冠福 公告编号：2020-016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2019）
京 03 民初 92 号案件《民事调解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查询系统获悉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部分房产解除查

封。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查封房产的基本情况
上海五天本次解除查封的房产的账面净值 69,096.75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246,476.96 万元的 28.03%，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766,856.71 万元的 9.01%。
二、本次解除查封房产的情况
1、本次解除查封房产的基本情况

序号 资产类型 权证号
（幢号） 账面净值（万元） 限制人 案号 债权人 /限制申请人

1 房产 青 2013002424
（1幢） 39,496.54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03民初 4478 马文萍

2 房产 青 2013002424
（2幢） 37,754.73

3 房产 青 2013002424
（3幢） 13,932.93

4 房产 青 2013002424
（5幢） 695.19

5 房产 青 2013002424
（6幢） 151.95

6 房产 青 2013002424
（7幢） 21,228.48

7 房产 青 2013002424
（8幢） 82.07

2、本次解除查封原因
公司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并守约履约，债权人依约申请解除财产保全。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房产累计查封及轮候查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房产累计具体查封明细详见附表。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被司法查封的房产解除查封未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 2018 年 10 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
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
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 0103 民初 4478 号案件的《民事调解书》；
2、上海五天实业不动产登记信息。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表：

序号 资产类型 权证号
（幢号）

账面净值（万
元） 限制人 案号 债权人 /限制

申请人 限制方式 限制期限

1

房产 青 2013002424
（1幢） 39,496.54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2016）闽 0213民初 2101号 厦门市翔发集团有限公司 正式查封 2016/9/5-2019/9/4

2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 01民初 1234号 福建华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8/15-2021/8/14

3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民初 15449号 阚伟 轮候查封 2018/9/7-2021/9/6

4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5民初 15482号 深圳市诚正科技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5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18）苏 0102民初 8022号 江苏省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6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 38090号
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16-2021/10/15

7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 38091号 轮候查封 2018/10/16-2021/10/15

8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 38092号 轮候查封 2018/10/16-2021/10/15

9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湘民初 66号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17-2021/10/16

1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5号 上海晋泰投资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23-2021/10/22

1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2号 洪耀宇 轮候查封 2018/11/2-2021/11/1

1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京民初 241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1/7-2022/1/6

13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执 5872号 附注 1 轮候查封 2019/2/18-2022/2/17

14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京 02民初 4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3/15-2022/3/14

15

房产 青 2013002424
（2幢） 37,754.73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2016）闽 0213民初 2101号 厦门市翔发集团有限公司 正式查封 2016/9/5-2019/9/4

16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 01民初 1234号 福建华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8/15-2021/8/14

17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民初 15449号 阚伟 轮候查封 2018/9/7-2021/9/6

18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5民初 15482号 深圳市诚正科技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19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18）苏 0102民初 8022号 江苏省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20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 38090号
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16-2021/10/15

21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 38091号 轮候查封 2018/10/16-2021/10/15

22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 38092号 轮候查封 2018/10/16-2021/10/15

23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湘民初 66号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17-2021/10/16

2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5号 上海晋泰投资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23-2021/10/22

25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2号 洪耀宇 轮候查封 2018/11/2-2021/11/1

26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京民初 241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1/7-2022/1/6

27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执 5872号 附注 1 轮候查封 2019/2/18-2022/2/17

28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京 02民初 4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3/15-2022/3/14

29

房产 青 2013002424
（3幢） 13,932.93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2016）闽 0213民初 2101号 厦门市翔发集团有限公司 正式查封 2016/9/5-2019/9/4

30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 01民初 1234号 福建华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8/15-2021/8/14

31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民初 15449号 阚伟 轮候查封 2018/9/7-2021/9/6

32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5民初 15482号 深圳市诚正科技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33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18）苏 0102民初 8022号 江苏省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34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 38090号
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16-2021/10/15

35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 38091号 轮候查封 2018/10/16-2021/10/15

36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 38092号 轮候查封 2018/10/16-2021/10/15

37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湘民初 66号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17-2021/10/16

38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5号 上海晋泰投资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23-2021/10/22

3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2号 洪耀宇 轮候查封 2018/11/2-2021/11/1

40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京民初 241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1/7-2022/1/6

41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执 5872号 附注 1 轮候查封 2019/2/18-2022/2/17

4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京 02民初 4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3/15-2022/3/14

43

房产 青 2013002424
（5幢） 695.19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2016）闽 0213民初 2101号 厦门市翔发集团有限公司 正式查封 2016/9/5-2019/9/4

44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 01民初 1234号 福建华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8/15-2021/8/14

45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民初 15449号 阚伟 轮候查封 2018/9/7-2021/9/6

46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5民初 15482号 深圳市诚正科技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47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18）苏 0102民初 8022号 江苏省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48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湘民初 66号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17-2021/10/16

4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5号 上海晋泰投资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23-2021/10/22

5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2号 洪耀宇 轮候查封 2018/11/2-2021/11/1

5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京民初 241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1/7-2022/1/6

52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执 5872号 附注 1 轮候查封 2019/2/18-2022/2/17

53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京 02民初 4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3/15-2022/3/14

54

房产 青 2013002424
（6幢） 151.95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2016）闽 0213民初 2101号 厦门市翔发集团有限公司 正式查封 2016/9/5-2019/9/4

55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 01民初 1234号 福建华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8/15-2021/8/14

56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民初 15449号 阚伟 轮候查封 2018/9/7-2021/9/6

57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5民初 15482号 深圳市诚正科技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58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18）苏 0102民初 8022号 江苏省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59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湘民初 66号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17-2021/10/16

6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5号 上海晋泰投资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23-2021/10/22

6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2号 洪耀宇 轮候查封 2018/11/2-2021/11/1

6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京民初 241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1/7-2022/1/6

63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执 5872号 附注 1 轮候查封 2019/2/18-2022/2/17

64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京 02民初 4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3/15-2022/3/14

65

房产 青 2013002424
（7幢） 21,228.48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2016）闽 0213民初 2101号 厦门市翔发集团有限公司 正式查封 2016/9/5-2019/9/4

66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 01民初 1234号 福建华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8/15-2021/8/14

67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民初 15449号 阚伟 轮候查封 2018/9/7-2021/9/6

68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5民初 15482号 深圳市诚正科技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69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18）苏 0102民初 8022号 江苏省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70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湘民初 66号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17-2021/10/16

7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5号 上海晋泰投资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23-2021/10/22

72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2号 洪耀宇 轮候查封 2018/11/2-2021/11/1

7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京民初 241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1/7-2022/1/6

74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执 5872号 附注 1 轮候查封 2019/2/18-2022/2/17

75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京 02民初 4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3/15-2022/3/14

76

房产 青 2013002424
（8幢） 82.07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2016）闽 0213民初 2101号 厦门市翔发集团有限公司 正式查封 2016/9/5-2019/9/4

77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 01民初 1234号 福建华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8/15-2021/8/14

78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民初 15449号 阚伟 轮候查封 2018/9/7-2021/9/6

79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5民初 15482号 深圳市诚正科技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80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18）苏 0102民初 8022号 江苏省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9/19-2021/9/18

81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湘民初 66号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17-2021/10/16

82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5号 上海晋泰投资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8/10/23-2021/10/22

83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5民初 70042号 洪耀宇 轮候查封 2018/11/2-2021/11/1

84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京民初 241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1/7-2022/1/6

85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沪 0118执 5872号 附注 1 轮候查封 2019/2/18-2022/2/17

86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京 02民初 4号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 2019/3/15-2022/3/14

附注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上海五天尚未收到相关法院关于（2018）沪 0118 执 5872 号案件的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因此，暂无限制申请人或债
权人的信息。

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 冠福 公告编号：2020-019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部分房产解除查封的公告

CC332020 年 1 月 21 日 星期二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
收到上海金融法院签发的（2019）沪 74 民终 956 号案件的《民事调解书》。 上海金融
法院就上诉人冠福股份与深圳市华达兴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兴保理
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合同纠纷依法作出民事调解。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上海弈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弈辛实业”）拟与冠福股份进行业务合作，

双方签署了《购销合同》，但最后并无进行真实的商品贸易。2018 年 5 月 15 日，华达
兴保理公司与弈辛实业签订了《单次保理合同》，约定所对应的基础债权为弈辛实
业与冠福股份签订的《销售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及相关权益，即弈辛实业将该
应收账款之债权转让给华达兴保理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 隐瞒公司董事会， 擅自以公司名义向弈辛实业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一
份，同日，弈辛实业与华达兴保理公司签订了《关于 < 保理合同 > 的补充协议》并
将前述票据背书转让给华达兴保理公司， 华达兴保理公司于同日通过银行转账向
弈辛实业支付保理融资款 10,000,000.00 元。 前述涉案票据到期后， 华达兴保理公
司因提示付款被拒付，遂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新区法院”）
提起诉讼， 浦东新区法院对案件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开庭审理并作出一审
判决，冠福股份因不服该判决，遂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诉。 公司聘请专业律师应
诉，并发表答辩意见。

本次诉讼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8 月 7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收到（2019）沪 0115 诉前调 3218 号案件《传
票》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关于收到（2019） 沪 0115 民初
15440 号案件 < 民事判决书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95）。

二、本次诉讼的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上海金融法院主持调解， 各方当事人就本案争议事项及相关事项自愿达成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确认本案中，上诉人冠福股份、原审被告弈辛实业及第三人林文智、林

文洪 、 林文昌 应 偿 付 被 上 诉 人 华 达 兴 保 理 公 司 涉 案 债 务 金 额 为 人 民 币
10,550,274.00 元（以下金额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

2、被上诉人华达兴保理公司同意上诉人冠福股份及第三人林文智、第三人林
文洪、第三人林文昌按照以下方式向其偿还上述款项：

（1） 上诉人冠福股份按调解协议向被上诉人华达兴保理公司偿还款项合计
6,000,000.00 元；原审被告弈辛实业及第三人林文智、林文洪、林文昌按调解协议共
同向被上诉人华达兴保理公司支付 4,550,274.00 元。

（2）若上诉人冠福股份按期足额支付 6,000,000.00 元，则被上诉人华达兴保理
公司按调解协议向浦东新区法院申请解除因本案而对上诉人冠福股份采取的全部
财产保全措施，并自愿承担一审全部诉讼费用（包扣但不限于一审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申请费等一切因诉讼产生的费用），也不再向上诉人冠福股份主张本案所涉
票据及相应保理合同项下的其余任何款项；若上诉人冠福股份违约，被上诉人华达
兴保理公司有权依据调解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对上诉人冠福股份强制执行涉案债
务及逾期利息。

（3）若原审被告弈辛实业及第三人林文智、林文洪、林文昌未能按期履行付款
义务，则被上诉人华达兴保理公司有权自逾期之日起要求原审被告弈辛实业、第三
人林文智、林文洪、林文昌中任何一方或多方连带清偿债务，并有权就未履行部分
款项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因本案所涉的保理融资款实际均系原审被告弈辛实业及第三人林文智、林
文洪、林文昌使用，上诉人冠福股份按调解协议向被上诉人华达兴保理公司履行了
付款义务后， 有权以实际付款额为限向原审被告弈辛实业和第三人林文智、 林文
洪、林文昌追偿。

上述调解协议已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经各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上海五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
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
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
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调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调解协议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达成的， 当事人在调解协议笔录上签名

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对控股
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 本次
签署调解协议， 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 / 坏帐准备， 预计增加公司
455.28 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 公司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后冲
回前期多计提的预计负债 / 坏帐准备，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 /
坏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性利润，不可持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

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 2018 年 10 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
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
何相关审批文件， 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
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度对前述事项
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法
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
业发行不超过 6 亿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
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 鉴
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
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并与部
份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
期的债券产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
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启动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目前公司已对
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结。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
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 74 民终 956 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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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2019）
沪 74 民终 956 号案件《民事调解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乙方”）因公司控股股
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乙方”）名
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 2018 年 10 月已开始引
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基于公司控股股东因违规对外借款引发的公司及相关方
与合肥市国正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正小贷公司”、“甲方”）的诉讼
案件已于 2019 年 9 月 2 日作出（2019）皖 0103 民初 8339 号（以下简称“8339 号案”）
《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之后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
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和解事项的基本情况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2017 年 7 月 21 日，公司控股股东隐瞒公司董事会，擅自以公司名义与原告国

正小贷公司签署《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国正小贷公司向冠福股份提供最高
额借款 25,000,000.00 元；同日，公司控股股东隐瞒公司董事会，擅自以公司控股子
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同林培英、林文昌、林文洪、林文智、陈忠娇、宋秀榕（以下合称

“丙方”）与国正小贷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上海五天、林培英、林文昌、
林文洪、林文智、陈忠娇、宋秀榕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合同签署
后，国正小贷公司根据《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向控股股东合作的企业朋宸（上海）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宸实业”）以转账方式发放 15,000,000.00 元借款。 借款
期限届满后，冠福股份未履行还款义务，且其他担保人林培英、林文昌、林文洪、林
文智、陈忠娇、宋秀榕亦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保证责任。 原告国正小贷公司向安徽
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庐阳区法院”）提起诉讼，庐阳区法院对该案
件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庐阳区法院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对本次诉讼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公司承担相应责任。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7 月 24 日、9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收到（2019）皖 0103 民初 号案件 < 传票 > 及法律
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81）、《关于收到（2019）皖 0103 民初 8339 号案件 <
民事判决书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30）。

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乙方、丙方确认：就 8339 号案，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乙方、丙方尚

欠甲方本息合计为人民币 19,424,000.00 元。
2、甲方同意，乙方就 8339 号案，按照《和解协议》约定方式和期限向甲方偿还

10,683,200.00 元款项，甲方不再依据 8339 号案一审或二审生效民事判决书等申请
对乙方强制执行。

若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在约定的期限偿还了上述款项，甲方应向法院
申请解除因该案而对乙方采取的全部财产保全措施等法律强制措施并自行承担除
上诉费之外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一审的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保全担
保费），申请解除对乙方法定代表人的限制高消费措施（如有），也不再向乙方主张
任何权利（还款及保证责任），即乙方按照本协议按时足额履行支付义务后，甲方和
乙方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

3、8339 号案所涉全部融资款项均系朋宸实业及丙方实际使用， 乙方按照本协
议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或者依据生效判决履行了付款义务， 乙方均有权以实际付
款额为基础随时向朋宸实业、丙方追偿本息，朋宸实业及所有丙方均同意共同偿还
乙方实际付款额的本息款项。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
关联企业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
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签署和解协议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达成的， 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名或捺

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对控股股的
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 本次签署
和解协议，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 / 坏帐准备，预计增加公司 978.49
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 公司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后冲
回前期多计提的预计负债 / 坏帐准备，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 /
坏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性利润，不可持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

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 2018 年 10 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
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
何相关审批文件， 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
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 年度对前述事项
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法
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
业发行不超过 6 亿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
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 鉴
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
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并与部
份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
期的债券产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
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启动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目前公司已对
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结。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
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9）皖 0103 民初 8339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

书》；
2、《和解协议》。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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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合肥市
国正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