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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资金压力较大、曾因资

金占用被监管机构处罚的德润能

源(832883)，再次遭到股转系统处

罚。

9日，经济导报记者获悉，股

转系统日前发布了《关于对胜利

德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

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

定》，因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存

在违规及信息披露违规，德润能

源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赵

锡军被出具警示函。

事实上，财务独立性存疑的

德润能源，不仅连年亏损，且员

工大量离职。“风雨飘摇”的德

润能源，将何去何从？

合计形成资金占用

2740万元

德润能源位于东营市东营

区。此番被监管层采取自律监管

措施，源于德润能源存在6宗违规

事实。

首先是资金占用。据悉，山

东海诺利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下

称“海诺利华”)为赵锡军控制的

公司。

2017年4月、5月期间，德润

能源合计向东营方宇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下称“方宇科技”)支付

2100万元，方宇科技将其中收到

的1290万元转予海诺利华；2017

年7月，德润能源向方宇科技支付

1500万元，方宇科技收到资金后

立即转给海诺利华，之后海诺利

华划回50万元，余额1450万元。

上述行为合计形成资金占用2740

万元，德润能源未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赵锡

军在北京时代科锐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下称“时代科锐”)任董

事，时代科锐为德润能源关联

方。

2017年时代科锐与德润能源

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永龙液化天然

气有限公司(下称“成都永龙”)

发生资金往来250万元，德润能源

未就上述事项及时履行审议程序

及信息披露义务。

赵锡军妻子的父亲和哥哥控

制的东营市科汇工贸有限公司(下

称“科汇工贸”)，为德润能源关

联方。2016年科汇工贸与成都永

龙发生资金往来300万元，德润能

源未就上述事项及时履行审议程

序及信披义务。

对部分个人的资金支出会计

处理及披露存在问题。德润能源

以借款形式向康某某、郑某、王

某、隋某某转入资金，该借款存

在大量个人提现，无法确认资金

去向。

同时，公司对部分费用支出

计入其他应收款，未及时记入

当期损益，且2017年年报对上述

个人的往来金额披露与账面不

一致。

重大诉讼事项

未及时披露

2015年年报收入披露数据不

准确。2015年12月，德润能源确

认对哈尔滨中昌环保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利津森化化工有限公司

收入合计1 . 06亿元。上述收入为

公司签订采购协议后直接销售给

第三方公司，公司未控制过交易

商品，未提供仓储、运输等服

务，该收入实质为代理收入，应

按差额确认收入，而不应按全额

确认，上述事项导致德润能源

2015年年报收入数据披露存在错

误。

股权转让变更事项未及时披

露。2017年12月，德润能源与汤

阴县长航燃气有限公司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出售东营安兴成

品油销售有限公司100%股权，作

价1900万元，该股权出售事项经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

后德润能源与汤阴县长航燃气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协议，转让

价格由 1 9 0 0万元变更为 1 4 0 0万

元，德润能源未就变更转让价格

事项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披义

务。

此外，重大诉讼未及时披

露。2018年6月，成都市中院受理

德润能源子公司少数股东对德润

能源的诉讼，诉讼金额2166 . 47万

元 ， 占 2 0 1 6 年 经 审 计 净 资 产

14 . 94%，德润能源未就上述事项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德润能源的上述行为构成信

息披露违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董事长赵锡军负有主要责任，鉴

于此，股转系统对德润能源、赵

锡军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

措施。

离职员工较多

且收入依赖于关联方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早在

去年9月28日，德润能源便曾收到

山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因公司治理与规范

运作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问

题，山东证监局决定对公司及赵

锡军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

施，并记入诚信档案。

从财务数据来看，德润能

源 2 0 1 7年度、 2 0 1 8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849 . 54万元及-3507 . 34万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2412 . 55万元及-3650 . 61万元。

根据德润能源2018年年报及相关

资料，公司存在未能按时发放工

资的情况，员工大量离职。

对此，其主办券商西南证券

提醒道，“公司目前离职员工较

多，收入依赖于关联方，未来可

能存在业务无法正常开展的风

险。”根据西南证券2018年对德润

能源进行现场检查，德润能源再次

出现资金被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占用情

况，且存在大额异常往来款项。

在自身资金压力较大、曾因

资金占用被监管机构处罚、主办

券商多次提醒的情况下，德润能

源仍继续新增资金占用，且未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审议程

序，“说明德润能源财务独立性

存疑，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存在

缺漏。”西南证券表示。

资金占用等未及时披露 公司及实控人收警示函

德润能源财务独立性存疑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拟对青岛中佳食品有限公司债权

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6月30日，该债权总

额为13,745 . 44万元。债务人位于山东省青岛

市李沧区合川路，该债权由青岛新大地

冷藏有限公司、侯火炘、鞠岩提供保证

担保，由青岛新大地冷藏有限公司以其

名下房地产设置抵押。公告有效期：28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8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山东省分公

司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拟对裕鲁 (青岛 )实业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6月30日，

该债权总额为2 ,756 . 30万元。债务人位于

山东省青岛胶州市难关工业园梅州路，

该债权由青岛通用铝业有限公司、青岛

缆海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徐宗殿、徐清

芹提供保证担保。公告有效期：15天。受

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山东省分公

司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拟对青岛闽嘉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6月30日，

该债权总额为8 ,046 . 81万元。债务人位于

山东省青岛市保税区汉城路6号，该债权

由青岛福顺达商贸有限公司、上海亚旭

石油有限公司、林鸿辉、王祖叶、林鸿

周提供保证担保。公告有效期：22天。受

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2天，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拟对日照市莱克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6月30日，

该债权总额为11,576 . 52万元。债务人位于日

照经济开发区秦皇岛路，该债权由山东金

天地集团有限公司、日照新世界房地产有

限公司、日照煤炭化学有限公司、陈茂

祥、周加亮提供保证担保。公告有效期：

28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8天，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拟对青岛鲁德工程有限公司等3户

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6月30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43,154 . 05万元。资

产包内债权均位于青岛市。资产包中每户

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

站，网址www.cinda.com.cn。公告有效期：

28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8天，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拟对青岛国际化工品交易市场

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

至2019年6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34,389 . 57万元。资产包内债权均位于青岛

市。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

体 参 见 我 公 司 对 外 网 站 ， 网 址

www.cinda.com.cn。公告有效期：28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8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山东省分公

司联系。

以上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资产。

联系人：李经理，联系电话：0532-

68612750

电子邮件：lihoul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济南市经三路293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信达山东省分公司：0531-87080335;财

政部驻山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0531-

86063055，李先生。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dingtianwe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

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 网址

www.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7月1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拟对山东鸿瑞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项目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该项目共计三笔债权，截至2019年6月

30日，债权总额为3,701 . 58万元(其中，

本金2 , 233 . 8 0万元、利息1 , 467 . 79万

元)。债务人位于济南市平阴县平阴工

业园南苑街6号。

该债权资产由张毅鸿、马增茂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由山东鸿瑞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平阴县工业园

南苑街6号的10022 . 03平方米工业房产

及91628平方米工业土地提供最高额抵

押担保，担保债权限额2400万元；由

山东鸿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碱

液计量罐等机器设备91台(套)提供最高

额抵押担保，担保债权限额2 4 0 0万

元；由山东鸿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平阴县工业园南苑街6号的

994 . 85平方米工业房产及30171平方米

工业土地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

债权限额500万元。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该资产的详细情况请具体

参 见 我 公 司 对 外 网 站 ， 网 址

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

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

议请与山东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马先生、刘先生 联系

电话：0531-87080338、87080328

电子邮件：maliang@cinda.com.cn

公司地址：济南市经三路293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话：信达山东省分公司： 0 5 3 1 -

87080335，丁先生;财政部驻山东省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处：0531-86063055，

李先生。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子邮件：dingtianwe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

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7月1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导报讯(记者 时超)10日，

青岛港(601298)发布公告称，公

司9日收到控股股东青岛港 (集

团)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接受

无偿划转威海港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的通知》，青岛市

国资委、青岛港集团、威海市国

资委、威海港签署了《国有产权

无偿划转协议》，威海市国资委

将其持有的威海港100%股权(不

含非经营性资产及对应负债)无

偿划转给青岛港集团

公告称，本次无偿划转完成

后，青岛港集团将持有威海港100%

股权，成为威海港的唯一股东。本

次无偿划转尚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批准本次经营者集中申报。

资料显示，威海港与青岛港

在主营业务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同

业竞争。其中，威海港的主营业

务为集装箱、金属矿石、煤炭等

货物的装卸和配套服务、物流及

港口增值服务、港口配套服务、

融资租赁服务、客滚班轮运输业

务等。青岛港的主营业务为集装

箱、金属矿石、煤炭、原油等货

物的装卸和配套服务、物流及港

口增值服务、港口配套服务、金

融服务等。

为了保护青岛港的合法利

益，青岛港集团作出多项解决和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包括：在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要求的情况下，为该等业务及资

产注入青岛港创造条件，并自威

海港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及国有产

权变更登记完成后36个月内，按

照相关法规，履行相应的内部决

策程序后注入青岛港。

青岛港表示，考虑到威海港

规模相对青岛港较小且威海港货

物处理能力较为有限，威海港和

青岛港在主营业务上的竞争程度

有限，预期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对

青岛港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此次威海港无偿划转给青岛

港集团，也标志着酝酿多时的山

东港口整合迈出关键一步。据

悉，按照山东省拟定的省内港口

整合“三步走”规划：首先，会

由山东高速整合东营港、潍坊

港、滨州港，组建渤海湾港口集

团。随后 ,以青岛港为平台整合

威海港，形成青岛港、日照港、

烟台港、渤海湾港四大集团的格

局。在上两步的基础上 ,适时组

建山东港口投资控股集团公司，

统筹全省港口发展。

山东港口整合继续迈步

威海港无偿划归青岛港

E 资本动向

导报讯 (记者 韩祖亦)连日

来，上市鲁企上半年业绩预告密

集发布。9日晚间，又有7家上市

鲁企披露了今年1至6月的业绩状

况。其中，光威复材(300699)、

同大股份 ( 3 0 0 3 2 1 )、冰轮环境

(000811)、英科医疗(300677)、民

生控股(000416)等5家上市鲁企预

喜，索通发展(603612)、国瓷材料

(300285)则出现业绩同比下滑。

其中，因报告期内，公司

积极组织生产并及时交付，军品

碳纤维及织物和民品碳梁业务均

保持稳定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28%以上，光威复材预计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 . 89亿至3 . 11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35%-45%。

同大股份预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 3 9 6 . 0 6 万至

1745 . 0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至50%。

冰轮环境则预计将盈利1 . 90

亿至2 . 30亿元，而在上年同期，

其仅盈利1 . 10亿元。英科医疗预

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7000万至7200万

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增长

1 . 29%至4 . 18%，上年同期为盈利

6910 . 9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9日晚间

披露业绩预告的 7家上市鲁企

中，民生控股的“进步”最大，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900万元，比上年同期大幅

上升295 . 86%。“主要原因一是报

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业务，相关

业绩稳中有升；二是报告期内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

加。”民生控股表示。

相比之下，索通发展则预计

2019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45 . 66万元

到3476 . 79万元，同比减少76 . 11%

到78 . 39%。国瓷材料也预计将出

现10%-14%的降幅。

上半年业绩预告密集发布

7鲁股5家“预喜”

在自身资金

压力较大、曾因

资金占用被监管

机构处罚、主办

券商多次提醒的

情况下，德润能

源仍继续新增资

金占用，且未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及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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