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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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主办券商发现 ST 威能或原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岛电源”）、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电

控”）存在为关联方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光底盘”）、

山东泰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汽控股”）、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股份”）、陕西泰丰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陕西泰汽”）提供担保的情况（详见下表），均未履行正常审议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ST 威能发生此对外担保时未告知主办券商，该对外担保未体现在历次

提供给主办券商的征信报告等资料上。 

债权人简称 担保对象 借款期间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方式/责任

类型 

齐民公司

（中信银行

转让债权） 

寿光底盘 2018.4.27 至 2019.3.25 2,700 3,031.23 抵押/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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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公司 

寿光底盘 2017.6.30 至 2017.12.30 30,000 

56,688.72 

保证/连带责任 

泰汽控股 2018.10.31 至 2019.10.30 830 保证/连带责任 

泰丰股份 2018.8.28 至 2018.9.5 950 保证/连带责任 

泰丰股份 2018.6.6 至 2018.6.22 1,900 保证/连带责任 

寿光底盘 2017.12.13 至 2017.12.18 2,000 保证/连带责任 

山东晨鸣 
寿光底盘 

2015.9.10 至

2017.12.28/2017.12.10 
3,900 

13,568.17 
保证/连带责任 

寿光底盘 2015.9.10 至 2018.9.10 20,000 保证/连带责任 

青岛晨鸣 

寿光底盘 2017.4.1 至 2018.3.30 800 

4,274.09 

保证/连带责任 

寿光底盘 2016.12.28 至 2017.12.28 800 保证/连带责任 

寿光底盘 2017.4.1 至 2018.3.30 800 保证/连带责任 

寿光底盘 2016.12.12 至 2017.12.12 800 保证/连带责任 

华融公司 
寿光底盘 2018.5.15 至 2019.5.4 3,000 

5,814.85 
保证/连带责任 

寿光底盘 2018.5.15 至 2019.5.4 2,000 保证/连带责任 

青岛银行 寿光底盘 2017.12.6 至 2018.12.6 2,950 3,355.34 保证/连带责任 

潍坊银行 泰丰股份 2019.4.26 至 2022.4.25 2,000 2,148.33 保证/连带责任 

金誉公司 寿光底盘 2018.12.11 至 2019.12.11 2,000 2,176.00 保证/连带责任 

富士公司 寿光底盘 2017.9.19 至 2018.9.19 2,500 1,730.02 保证/连带责任 

西藏租赁 

泰丰股份 2018.3.30 至 2020.3.30 19,000 - 保证/连带责任 

陕西泰汽 2018.3.30 至 2022.3.30 7,000 
暂缓认定

8,114.59 
保证/连带责任 

寿光华融 寿光底盘 2018.2.8 至 2019.2.6 4800 - 保证/连带责任 

合计数 110,730 100,901.33 - 

备注：（1）因申报债权认定金额均由管理人审查确认并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故上表

中的“担保余额”以有关申报债权认定金额为准。关于寿光华融的债权，债权人已在寿光底

盘申报债权，未在 ST 威能申报债权，故担保余额记零。（2）齐民公司指齐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山东晨鸣指山东晨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青岛晨鸣指青岛晨鸣弄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华融公司指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青岛银行指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潍坊银行指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金誉公司指山东金誉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富士公司指寿光市富士木业有限公司，西藏租赁指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寿光华

融指寿光市华融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3）债权展期有关情况：（a）关于山东晨鸣的债

权，因债务到期未偿还完毕，2018 年 12 月 25 日相关主体就 11650 万元债务展期并签订相

应补充协议，公司与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补充协议，公司继续为寿光底盘的 11650 万元债务

提供保证担保。（b）关于青岛晨鸣的债权，因债务到期未偿还，2018 年 12 月 25 日相关主

体分别对 890 万元、900 万元、890 万元、920 万元债务展期并签订相应补充协议、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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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分别签订相应保证合同补充协议，公司为寿光底盘的 890 万元、900 万元、890 万元、

920 万元债务提供担保。（c）关于西藏租赁的 7000 万元债权本金， 2018 年 9 月 26 日西藏

租赁与陕西泰汽就 7000 万元债务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并与公司签订保证合

同之补充协议，公司就上述债务提供担保。 

ST 威能或原子公司青岛电源、青岛电控对外担保金额共计 11.073 亿元（因

展期签订补充协议的对外担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总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930.13%、165.31%。从担保对象来看，分别为寿光底盘（同

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泰丰股份（母公司）、泰汽控股（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陕西泰汽（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7.905 亿元、

2.385 亿元、0.083 亿元、0.70 亿元，且通过对实际控制人、财务负责人访谈得知，

被担保方为寿光底盘、泰丰股份、陕西泰汽的有关债权人同时在 ST 威能及被担

保方申报债权。 

2、ST 威能《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其他应付款（齐民公司 2746 万元）科目涉及的债务余额（本金）3.77 亿元，

相关的利息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入账，且涉及的诉讼费、违约金等未入账；有关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未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综上，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少计负债，公司存在净资产为负的风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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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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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7 日、2021 年 2 月 19

日主办券商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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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了风险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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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公告涉及的诉讼事项之外，主办券商通过现场检查发现 ST 威能存在

以下金额较大的诉讼事项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且截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 ST 威

能以下裁判文书均未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且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  

    （1.1）案号：（2019）鲁 0783 民初 6681 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日期：2019 年 9 月 10 日  

申请人：齐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

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 

张风太，孙兴敏。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950 万元（不包括利息）  

判决或仲裁结果：冻结被申请人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张风太、孙兴敏、青

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存款 9500000 元或查封其等值财产。 

（1.2）案号：（2019）鲁 0783 民初 6681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裁判日期：2019 年 9 月 16 日  

申请人：齐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

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 

张风太，孙兴敏。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950 万元（不包括利息）  

判决或仲裁结果：（2019）鲁 0783 民初 6681 号裁定书中第二页倒数第九行、

倒数第十六行“银行账户存款 9500000 元”应改为“银行账户存款 11000000 元”。 

（1.3）案号：（2019）鲁 0783 民初 6681 号民事调解书 

裁判日期：2019 年 11 月 25 日 

原告：齐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

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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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太，孙兴敏。 

达成以下协议：一、被告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原告齐民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950 万元，并支付利息（950 万元，自 2018 年 9 月 3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前付清。二、被告青岛泰汽

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

控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案件受理费 78300 元，减半收取

39150 元，申请费 5000 元，均由被告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

车辆电控有限公司负担。 

（2.1）案号：（2019）鲁 0783 民初 6682 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日期：2019 年 9 月 10 日  

申请人：齐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

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 

张风太，孙兴敏。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1900 万元（不包括利息）  

判决或仲裁结果：冻结被申请人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张风太、孙兴敏、青

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存款 19000000 元或查封其等值财

产。 

（2.2）案号：（2019）鲁 0783 民初 6682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裁判日期：2019 年 9 月 16 日  

申请人：齐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

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 

张风太，孙兴敏。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1900 万元（不包括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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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或仲裁结果：（2019）鲁 0783 民初 6682 号裁定书中第二页倒数第九行、

倒数第十六行“银行账户存款 19000000 元”应改为“银行账户存款 23500000

元”。 

（2.3）案号：（2019）鲁 0783 民初 6682 号民事调解书 

裁判日期：2019 年 11 月 25 日 

原告：齐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

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 张

风太，孙兴敏。 

达成以下协议：一、被告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原告齐民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900 万元，并支付利息（1900 万元，自 2018 年 9

月 3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前付清。二、被告青岛

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

辆电控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案件受理费 135800 元，减

半收取 67900 元，申请费 5000 元，均由被告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

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负担。 

（3.1）案号：（2019）鲁 0783 民初 6680 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日期：2019 年 9 月 10 日  

申请人：齐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

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 张风太，孙兴敏。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2000 万元（不包括利息）  

判决或仲裁结果：冻结被申请人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

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

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张风太、孙兴敏银行账户

存款 20000000 元或查封其等值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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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案号：（2019）鲁 0783 民初 6680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裁判日期：2019 年 9 月 16 日  

申请人：齐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

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 张风太，孙兴敏。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万元）：2000 万元（不包括利息）  

判决或仲裁结果：（2019）鲁 0783 民初 6680 号裁定书中第二页倒数第九行、

倒数第十六行“银行账户存款 20000000 元”应改为“银行账户存款 26000000

元”。 

（3.3）案号：（2019）鲁 0783 民初 6680 号民事调解书 

裁判日期：2019 年 11 月 25 日 

原告：齐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

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 张风太，孙兴敏。 

达成以下协议：一、被告山东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返还原告齐民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并支付利息（1900 万元，自 2018 年 9 月 3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前付清。二、被告山东泰丰

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

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辆电控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三、案件受理费 141800 元，减半收取 70900 元，申请费 5000 元，均由被告

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泰汽电动车辆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电动车

辆电控有限公司负担。 

（4）案号：（2019）鲁 07 民初 1049 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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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

山东银宝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孙兴敏，张

风太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借款本金 49999810.41 元及利息、复利、罚息 2780877.4 元 

裁判结果：一、被告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借款本金 49999810.41 元及利息、复利、罚息 2780877.4

元（暂计算至 2019 年 9 月 6 日，之后利息、复利、罚息，按编号为 2018 信潍银

贷字第 010003 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就本

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权，在最高本金限额 3268 万元及对应的利息、复利、罚息

范围内，对被告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抵押的登记证号为鲁（2017）青岛市

高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00067 号不动产登记证明项下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享

有优先受偿权；被告青岛威能环保电源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山

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追偿；三、被告山东银宝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泰丰制动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孙兴敏、张风太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的其他诉讼请

求。 

（5）案号：（2019）鲁 0102 民初 7223 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日期：2019 年 11 月 7 日 

原告：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被告：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张风太、孙兴敏、山东和信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鲁丽钢铁有限公司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2950 万元（不含利息等） 

判决结果：一、被告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给付原告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借款本金 2950 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

被告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给付原告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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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借款利息 211653.31 元、复利 1190.35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被告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给付原告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逾期利息（自 2018 年 12 月 7 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 29711653.31 元为基数

按基准利率上浮 29.08046%后再上浮 50%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四、被告张风太、孙兴敏、山东和信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威能环保电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鲁丽钢铁有限公司对被告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

公司的上述一、二、三条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案号：（2019）鲁 0702 民初 1653 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日期：2019 年 12 月 25 日 

原告：山东金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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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等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2000 万元（不含利息） 

判决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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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偿还原告山东金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0 万元、利息 69154.71 元（利息计算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之后利息根据欠款时间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内借款利率、

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被告鲁丽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威能环保

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风太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承担连带还

款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寿光市泰丰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山东金

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7）案号：（2018）鲁 0783 民初 6525 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日期：2018 年 12 月 29 日 

原告：寿光市富士木业有限公司 

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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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借款纠纷合同 

涉案金额：2500 万元 

判决结果：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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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寿光市富士木业有限公司 25000000 元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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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以 25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0 月 17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有关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不利

影响；公司存在净资产为负的风险；公司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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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检

查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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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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