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证券 

关于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中山证券作为东莞市凯昶德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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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 否 

2 重大债务违约 否 

3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主办券商在持续督导过程中发现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凯德科技”或“公司”）存在以下风险： 

1、根据凯德科技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披露的《涉及仲裁公告(1)》（公告编

号：2021-009）、《涉及仲裁公告(2)》（公告编号：2021-010），凯德科技因资金

短缺，不能按期偿还银行贷款逾期本金及利息，已被申请财产保全，存在被起诉

和强制执行的可能性。如果抵押物土地及厂房被强制执行，将进一步恶化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 

2、主办券商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发现 2020年起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较多的诉

讼和仲裁纠纷，案件金额 100万元以上的案件情况如下： 

序号 案件名称 
案件

身份 
案号 

案件金额

（万元） 

最新

审理

程序 



1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

厦支行与东莞市凯昶德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市国瓷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吴乐海等其他的案

件 

被申

请人 

（2021）粤 1973财

保 150号 
1,999.37  

财产

保全 

2 

深圳市金业达电子有限公

司与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

国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吴乐海承揽合同纠纷

案件执行的案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0306执

保 12117号 
  459.79  

财产

保全

执行 

3 

深圳市金业达电子有限公

司与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

国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吴乐海承揽合同纠纷

案件执行的案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0306执

保 12123号 
  459.79  

财产

保全

执行 

4 

李云飞与东莞市凯昶德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吴

乐海执行案件 

被告 

（2020）粤 0309执

9517号 

（2020）粤 03民初

10718号 

  910.60  
首次

执行 

5 

东莞市鸿德电池有限公司

与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昆

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申

请诉前财产保全的案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1973财

保 3329号 
  315.42  

财产

保全 

6 

东莞市富冠纸制品有限公

司与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

昆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案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1973财

保 3118号 
  175.89  

财产

保全 

7 

东莞源阳电子有限公司与

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昆程

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的案件 

被告 
（2020）粤 1973民

初 15191号 
  109.45  

民事

一审 

8 

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国瓷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东

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等其他民事的案件 

原告 

（2020）粤 1973执

12104号 

（2020）粤 1973民

特 1613号 

  734.92  
首次

执行 

9 
东莞市三信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与东莞市凯昶德电子
被告 

（2020）粤 1973民

初 12523号 
  150.89  

民事

一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 

10 

东莞市华吉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与东莞市凯昶德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 

被告 

（2020）粤 1973民

初 11715号 

（2020）粤 19民终

11383号 

（2021）粤 1973执

3810号 

  116.23  
首次

执行 

11 

东莞源阳电子有限公司与

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昆程

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

诉前财产保全的案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1973财

保 1884号 
  157.25  

财产

保全 

12 

李云飞与东莞市凯昶德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吴

乐海合同纠纷的案件 

被告 

（2020）粤 0309执

保 1994号 

（2020）粤 0309民

初 10718号 

1,002.96  

财产

保全

执行 

13 

郑建平与东莞市凯昶德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市国瓷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东莞市昆程达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等申请诉前

财产保全的案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1973执

12100号 

（2020）粤 1973民

特 1612号 

（2020）粤 1973财

保 1486号 

  579.13  
首次

执行 

14 

东莞市三信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与东莞市凯昶德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案

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1973财

保 1466号 
  161.97  

财产

保全 

15 

东莞市奥强电子有限公司

与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昆

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的案件 

被告 

（2020）粤 1971民

初 12886号 

（2020）粤 19民终

9340号 

（2021）粤 1971执

2045号 

  138.07  
首次

执行 

16 

东莞市华吉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与东莞市凯昶德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案

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1973财

保 1114号 
  141.86  

财产

保全 

17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

厦支行与东莞市凯昶德电

被申

请人 

（2021）粤 1973财

保 119号 
9,997.54  

财产

保全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吴乐海等其他的案

件 

18 

博罗县石湾永盛五金电镀

厂与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

国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 

被告 

（2020）粤 1973民

初 2781号 

（2020）粤 19民终

9408号 

（2021）粤 1973执

3238号 

  448.54  
首次

执行 

19 

东莞源阳电子有限公司与

东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纠纷的案件 

被告 
（2020）粤 1973民

初 18008号 
  248.26  

民事

一审 

20 

东莞源阳电子有限公司与

东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的案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1973财

保 1888号 
  252.74  

财产

保全 

21 

东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与深圳市添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的案件 

上诉

人

（原

审被

告） 

（2020）粤 0309民

初 9451号 

（2020）粤 03民辖

终 2505号 

  106.03  
民事

一审 

22 

东莞市鑫荣昌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与东莞市昆程达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的案件 

被告 

（2020）粤 1971民

初 13196号 

（2020）粤 19民终

9979号 

（2021）粤 1971执

4110号 

  173.86  
首次

执行 

23 

东莞市凯润纸品有限公司

与东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

全的案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1973财

保 1077号 
  336.87  

财产

保全 

24 

深圳市添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与东莞市昆程达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的案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0309执

保 835号 

（2020）粤 0309财

保 152号 

  106.03  

财产

保全

执行 

25 

光信（伊犁）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与东莞市国瓷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物权

纠纷的案件 

被申

请人 

（2020）粤 1973执

11758号 

（2020）粤 1973民

特 978号 

2,006.89  
首次

执行 

26 

东莞市石上精密模具有限

公司与东莞市国瓷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申请诉前财

被申

请人 

（2020）粤 1973财

保 804号 
  230.00  

财产

保全 



产保全的案件 

27 

东莞市坤琦精密五金有限

公司与东莞市国瓷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的案件 

被告 

（2020）粤 1973民

初 6512号 

（2020）粤 19民终

9620号 

（2021）粤 1973执

3484号 

  531.09  
首次

执行 

3、关联方资金占用。2019 年 11 月 2 日，凯德科技（甲方）与东莞市华红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乙方）、吴乐海（丙方，保证人）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甲

方收取租金的账户为朱文凤。朱文凤为凯德科技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吴乐海之

配偶。上述事项发生时，吴乐海未及时告知公司管理层及主办券商。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上述风险事项仍处于持续发生中。 

 

三、 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风险事项说明公司经营情况出现异常，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2、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可能导致公司资金紧张，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损害股东利益，且公司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风险。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凯德科技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主办券商将持续跟进公司上述风险事项并督促公司及时披露。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基于以上事项，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涉及仲裁公告(1)》（公告编号：2021-009）、《涉及仲裁公告(2)》（公告

编号：2021-010）、《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

《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贷款展期合同》 



2、公开信息查询记录 

3、厂房租赁合同 

 

 

 

 

中山证券  

2021年 4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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