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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 

关于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西南证券作为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主办券商发现

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威能”或“公司”）存在金

额较大诉讼事项、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ST 威能及法定代

表人被限制高消费情况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情况见本公告“（二）风险事

项进展情况”）。 

2、经查阅部分裁判文书，主办券商发现 ST威能可能存在违规为寿光市泰丰

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与 ST威能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且

涉及诉讼的情况。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保证期间 
担保类型/责任类

型 
备查文件 

寿光市泰丰汽车底

盘制造有限公司 
4800 万元 两年 保证/连带责任 

（2019）鲁 07 民初

184 号民事裁定书 

寿光市泰丰汽车底 3000 万元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保证/连带责任 (2020)鲁 01 民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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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制造有限公司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6359 号民事裁定书 

3、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ST威能股东山东泰丰制动系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寿光市威合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 ST威能

的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情况，ST威能未就上述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被执行人 冻结股权数额 执行法院 
执行通知书

文号 
冻结期限 

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7030.7 万元人民币 潍坊市中级法院 （2019）鲁 07

民初 1077 号 

2019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1 日 

寿光市威合股权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000 万元人民币 河南省商丘市中

级法院 

（2020）豫 14

民初 109 号 

2020 年 9 月 15 日至

2023 年 9 月 14 日 

4、近日，在与 ST 威能的沟通中，主办券商了解到 ST 威能在申请重整之时

向法院提交了《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意公司申请破产重整

的股东会决议》。ST 威能发生上述事项时未告知主办券商，未按照《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股东大会召集的程序，未按照《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第十二条规定以

公告的形式发出股东大会通知，未履行上述事项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5、ST威能《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主办券商在事前审

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内容存在逻辑矛盾，ST威能对其中的重大会计科目变动无法

合理充分解释，且无法按照券商事前审查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并提供佐证文件。

事后券商多次通过电话、邮件方式要求企业对定期报告进行修订，截至目前公司

仍未修订。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2020 年 4 月 24 日、2020 年 8 月 27 日，主办券商分别出具《西南证券关于

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的风险提示性公告》、《西南证券关

于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主办券商对公司存

在涉及诉讼事项及失信被执行情况进行了风险提示。 

除前述公告涉及的诉讼事项、失信被执行情况之外，主办券商通过查询“中

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发现 ST 威能存在以下金额较大的

诉讼事项、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ST 威能及法定代表人被

限制高消费情况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金额较大的诉讼或诉讼进展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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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案号：（2019）鲁 07民初 184号 

裁判日期：2019 年 9 月 2 日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被告：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山东银宝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寿

光市宏景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威

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风太，孙兴敏。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4800万元（不包括利息）  

判决或仲裁结果：一、被告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借款本金 48000000

元和利息（计算至 2019 年 2月 19日为 876186.49 元，之后利息按贷款合同中约

定的逾期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及律师代理费 39096元；二、原告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对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编号为

寿市场监抵登字（2018）005号的抵押登记书所列抵押财产，就本判决第一项所

确定债权在 37148500 元最高本金余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山东银

宝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寿光市宏景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风太、孙兴敏对本判

决第一项所确定债务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追偿。 

（1.2）案号：（2020）鲁 07执异 8号 

裁判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  

申请人：寿光市华融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被执行人：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山东银宝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市宏景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风太，孙兴敏。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4800万元（不包括利息）  

判决或仲裁结果：变更寿光市华融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申请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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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 

（1.3）案号：(2020)鲁 07执 10号 

裁判日期：2020 年 7月 14 日  

申请执行人：寿光市华融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原申请执行人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被执行人：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山东银宝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市宏景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风太，孙兴敏。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4800万元（不包括利息）  

判决或仲裁结果：终结本院（2019）鲁 07 民初 184 号民事判决的本次执行

程序。 

（2）案号： (2020)鲁 01民终 6359号 

裁判日期：2020 年 9月 1日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鲁丽钢铁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原审被告：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张风太，张兴敏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 2950万元（不含利息） 

判决或仲裁结果：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 0102 民初 7223

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对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

造有限公司享有本金 2950万元、利息 3600423.30 元、复利 210324.59 元（上述

利息、复利计至 2020 年 4月 10日）的债权；三、确认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对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金 2950 万元，利息

3648736.11 元、复利 215994.97 元（上述利息、复利计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

范围内享有保证债权；四、张风太、孙兴敏、山东和信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鲁丽钢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寿光市泰丰

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向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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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分行支付以 2950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4 月 11 日起按照《借款合同》约定

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复利；五、驳回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的其他诉讼请求。 

（3）案号：（2019）鲁 0783执 3042-2 号 

裁判日期：2019 年 10月 9日 

申请执行人：寿光市富士木业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寿光市泰丰模具有限公司 

案由：追偿权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 2500万元（不含利息） 

判决或仲裁结果：拍卖被执行人寿光市泰丰模具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寿光市洛

城街道潍高路南、羊田路西寿国用（2003）第 05032号土地及地上附着物。 

（4）案号：（2019）鲁 0783执保 1627 号 

裁判日期：2019 年 10月 15日 

申请保全人：寿光市金财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被保全人：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追偿权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 1170万元（不含利息） 

判决或仲裁结果：冻结被保全人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

账户存款 11700000 元或查封其等值财产。 

（5.1）案号：（2019）鲁 0783民初 5113 号之一 

裁判日期：2019 年 9月 26日 

原告：寿光富合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供用电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电费 7782370.8元及违约金 2147842.5元 

判决或仲裁结果：驳回原告寿光富合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5.2）案号：(2020)鲁 07民终 226号 

裁判日期：2020 年 1月 13日 

上诉人（原审原告）：寿光富合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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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供用电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电费 7782370.8元及违约金 2147842.5元 

判决或仲裁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6）案号：（2018）鲁 0783民初 1752 号 

裁判日期：2019 年 3月 4日 

原告：深圳市恒翼能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 366.25万元 

判决或仲裁结果：一、被告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深

圳市恒翼能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3662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7）案号：（2020）鲁 0783执保 129号 

裁判日期：2020 年 1月 19日 

申请保全人：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全人：新乡市中科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申请保全案  

涉及金额（万元）：330万元 

判决或仲裁结果：冻结被保全人新乡市中科科技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存款

3300000元或查封其等值财产。 

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1）失信被执行人：张风太 

案号：（2020）鲁 0702执 1403号 

执行法院：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9）鲁 0702民初 1653 号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3、ST 威能及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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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企查查”应用软件，截至 2021 年 2 月 8日，ST威能及法定代表人

张风太被法院出具多项限制消费令，限制消费令文号如下：（2020）鲁 07 执 10

号、（2019）苏 0591 执 5896 号、（2019）鲁 0783 执 4310 号、（2019）鲁 0783

执 3994 号、（2019）豫 0711执 1970号、（2019）鲁 0783执 3911号、（2019）鲁

0783执 3631号、（2019）鲁 0783执 3632号、（2019）鲁 0783执 3627 号、（2019）

鲁 0783 执 3629号、（2019）鲁 0783执 3608号、（2019）鲁 0783执 3540 号、（2019）

鲁 0783 执 3535号、（2019）鲁 0783执 3549号、（2019）鲁 0783执 3283 号、（2019）

鲁 0783 执 3306号、（2019）鲁 0783执 3242号、（2019）粤 0310执 1308 号、（2019）

鲁 0783 执 2440号、（2019）鲁 0783执 1560号、（2019）鲁 0783执 694 号、（2019）

鲁 0783 执 204号 、（2018）鲁 0783执 2763 号、（2016）鲁 07执恢 5号。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可能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有关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

不利影响；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

的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违规事项表明公司内部控制不健全；上述违规事项可能导

致公司被监管机构处罚。 

 

四、 主办券商提示 

ST 威能存在多项风险事项，后续主办券商将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规定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并审慎作出投资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2019）鲁 07 民初 184 号民事判决书；（2020）鲁 07 执异 8 号执行裁定

书；(2020)鲁 07执 10号执行裁定书 

2、 (2020)鲁 01 民终 635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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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鲁 0783 执 3042-2号执行裁定书 

4、（2019）鲁 0783 执保 1627号执行裁定书 

5、(2019）鲁 0783 民初 5113号之一；(2020)鲁 07民终 226号民事裁定书 

6、（2018）鲁 0783 民初 1752号民事判决书 

7、（2020）鲁 0783 执保 129号执行裁定书 

8、《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意公司申请破产重整的股东

会决议》照片 

9、ST威能限制高消费情况及股份冻结情况核查记录 

10、ST威能及相关主体失信情况核查记录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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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西南证券关于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

示性公告》盖章页） 

 

 

西南证券  

2021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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