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20-092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
户被冻结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2651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函》的要求，公司对《工作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
现回复如下:
一、请公司核实银行账户冻结的具体情况，包括被冻结的账号、开户银行、账户
性质、存款余额、冻结金额，审慎评估冻结及诉讼事项对公司日常经营及现金流产生
的影响，并说明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具体安排。
回复：
经核实，截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数量共计 7 个，账户冻结
金额合计 14,619,208.5 元，被冻结银行账户信息具体如下：
序
号

1

2

3

4

账户名称

大连圣亚旅游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旅游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旅游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旅游控

账号

账户类别

3400****114

一般户

4519****118

一般户

3571****603

一般户

3409****113

一般户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星
海支行
招商银行大连和平广
场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大连分
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大连风

1

存款余额
（元）

冻结金额（元）

1471281.58

1471281.58

12400017.51

12400017.51

2759.21

2759.21

19600.98

19600.98

序
号

账户名称

账号

账户类别

开户行

股股份有限公司

5

6

7

大连圣亚旅游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旅游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旅游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存款余额
（元）

冻结金额（元）

光支行

7501****979

一般户

299****561

基本户

2120****877

一般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
连分行
中国银行大连西岗支
行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

602555.73

602555.73

111675.72

111675.72

11317.75

11317.75

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中，中国银行大连西岗支行为公司的基本存款账户，一般存
款账户为 6 个。公司获悉冻结事宜后，立即通过合法途径向法院申请解除对前述账户的
冻结，并请求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正常经营给予支持，在大连市政府的帮助下，大连中
院已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裁定解除了对前述账户的冻结。公司可以正常进行日常结算
业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公司账户被冻结原因系营口金泰珑悦海景大酒店有限公司起诉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申请财产保全造成（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公告（2020-090））。公司已经在
准备材料积极应诉、并已经向大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全面汇报
情况，请求介入调查。公司将根据相关披露要求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二、结合上述情形，请公司自查是否已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3.4.1 条第三项
“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如是，请按规定及时申请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如否，请详细说明原因。
回复：
经自查，公司不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3.4.1 条第三项“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
1、公司已经通过合法途径向法院申请解除对公司账户的冻结，经大连中院审查，
公司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依法裁定解除了对公司全部账户的冻结。目前公司所有被冻
结账户已经全部解除冻结，公司可以正常进行日常结算业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
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2、上述冻结的性质是诉讼保全，其依据并非生效判决文书，而是对方当事人的诉
讼保全申请。故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前，不能认定公司对外负有该笔债务。
3、公司已经在搜集有关证据材料，积极应诉，并将向有关部门提出举报或者控告。
2

三、公告披露，2017 年 8 月公司与相关方就大白鲸海岸城营口公司 80%股权转让事
宜达成协议，根据约定，公司应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支付完毕
相关股权转让款，但公司未能依约按期支付。请公司自查并说明前期关于该收购资产
事项相关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具体情况，并说明公司未能按照《股票上市规则》要
求及时披露该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原因及责任人。
回复：
（一）资产收购事项相关内容
1、经自查，该项目立项时公司前五大股东分别为：
（1）国资企业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4.03%；
（2）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04%；
（3）N.Z.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 持股
7.25%；
（4）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5.01%；
（5）大连神州游艺城持股 2.67%。
2、该项目立项时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9 名，分别为：
（1）控股国资大股东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的董事 3 名：
张志新（时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毛娟、梁爽；
（2）股东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派的董事 2 名：王双宏（时任副董事长）、
党伟；
（3）股东 N.Z.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
委派的董事 2 名：徐凯（时任副董事长）、李正；
（4）股东大连神州游艺城委派董事的 1 名：刘德义；以及
（5）职工董事 1 名：肖峰（时任总经理）。
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为丁霞。
3、2016 年 8 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营口海
滨天沐实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协议书>的议案》
，并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公告了《大
连圣亚第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64）。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时任董事长张志新，发起人和负责人为时任总经理肖峰。议案赞
成票有 7 票，投票董事分别为张志新、毛娟、梁爽、王双宏、党伟、刘德义、肖峰；反
对票有 2 票，投票董事为徐凯、李正；弃权票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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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徐凯反对理由为：“该提案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流程，对不合规的提案持
反对态度，与内容无关。其次，对具体项目意见主要为该项目投资与盈利能力等，如果
协议里没有对二期地块的保证，一期驯养地又不能保证收回高额投资，那么对此项目就
不会投赞成票。”
独立董事李正反对理由为：“对该项目是否雷同、资金来源、土地租赁合法性、
可研报告等内容有不同意见，提出宜先由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根据工作小组前期工
作提出议案，经审议通过后再交由董事会讨论表决，议案的提出不符合董事会治理制度
中的重大项目投资决策程序，认为风险极大，不同意签订合作意向协议书。”
4、2016 年 12 月 6 日，公司第六届二十次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营口鲅
鱼圈大白鲸世界海岸城项目及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该议案赞成票有 7 票，投票董事
分别为张志新、毛娟、梁爽、王双宏、党伟、刘德义、肖峰；反对票有 2 票，投票董事
为徐凯、李正；弃权票 0 票。
5、2016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六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营口鲅鱼
圈大白鲸世界海岸城项目及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公告了《大
连圣亚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2-14）。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时任董事长张志新，项目发起人和负责人为时任总经理肖峰。该
议案赞成票有 7 票，投票董事分别为张志新、毛娟、梁爽、王双宏、党伟、刘德义、肖
峰；反对票有 2 票，投票董事为徐凯、李正；弃权票 0 票。
董事徐凯反对理由为：“1、赞同建立繁育基地，但成本要控制。在建筑成本不变
的前提下，地价是制约成本的要素。本项目土地成本对于繁育基地过高，预计开发的三
期地块还未完成拆迁挂牌，带有不确定因素；2、虎鲸采购和饲养条件苛刻，目前没有
虎鲸采购协议和出口国许可配额。建立一个以虎鲸表演为主营收入的场馆，如果虎鲸馆
建成后两年内虎鲸没有引入，就会无法承担；3、对每年到项目游客量 100 万的预计过
于乐观；4、母公司在项目公司的股份比例没有确定。先投入建设再评估建筑物计算股
比的方式存在不确定风险。我方应以实际注册资金为准入股。”
独立董事李正反对理由为：“1、硬件设备和虎鲸投资巨大。未来三年内圣亚计划
有营口、厦门、千岛湖、芜湖、厦门、杭州、昆明、三亚、深圳等地项目陆续投资建设，
据营口、厦门、千岛湖、杭野、三亚五个项目统计，合计总投资为 33.49 亿元，年总成
本 7.2 亿元（其中营口项目开始七年每年总成本均超过一个亿），建设期利息 1.32 亿，
自有资金 11.8 亿，银行贷款 21.4 亿，巨大投资资金和财务费用压力对一个市值不到
40 亿，总资产 9.7 亿，净资产 4.37 亿，净利润 6-7 千万元的本公司来说，如果靠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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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或发行基金债券途径解决资金，难度颇大，还本付息也难以为继；2、存在诸多不
确定因素，虎鲸资源稀缺且只有几个国家提供，引进手续环节复杂难控，万一引进失败，
将面临无法收回投资的风险；国内同业竞争对手已先布局，明年展出虎鲸、抢占市场客
流和盈利先机且未来持续领先，公司恐步步落后；3、可研对营口鲅鱼圈选点的客流量
按照 100 万以上年人次过于乐观，特别是地处东北三线城市郊区只有五个月旅游旺季，
在对手已抢得先机的情况下，客流和门票收入将大打折扣；4、营口的房地产市场严重
过剩，拟通过后期房地产开发利润弥补过高的投资成本，恐难收回投资成本。”
6、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为：杨子平、毛崴、杨奇、陈琛、屈哲锋、李双燕；董事
会秘书由董事长杨子平暂代。前述人员均非该次交易的知情人与负责人，对于该协议的
签署及履行情况不知情，直至公司收到关于冻结公司银行账户裁定。
（二）公司未能按照《股票上市规则》要求及时披露该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原因及
责任人。
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应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支付完毕相关股权转让
款，但是公司并未依约支付。公司现存档案对该逾期付款一事并无记录，且公司向当时
的公司高管及董事会成员询问无果，故公司未能按照《股票上市规则》要求及时披露该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原因不详。经查，张志新因被纪委调查，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辞去
公司董事长职务，且时任董事会并未选举新一任董事长，公司向当时的董事会成员及高
管询问无果,故具体责任人有待进一步核查。
公司已经启动审计程序，对营口鲅鱼圈大白鲸世界海岸城项目进行全面专项审计
工作。公司保留向有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就后续审计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
关披露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四、公司前期公告称，与营口海滨天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天沐）合作开
展营口鲅鱼圈大白鲸世界海岸城项目，一期总投资额约 7.8 亿元，目前该项目尚未完
工。营口天沐系本次诉讼原告的全资子公司。请公司核实并说明上市公司累计投入该
项目的资金金额、项目的最新施工进展、后续尚需投入金额和资金安排，本次诉讼纠
纷对项目进度和双方合作关系的具体影响，是否可能导致项目终止并计提大额资产减
值。
回复：
（一）公司累计投入该项目的资金金额、项目的最新施工进展、后续尚需投入金额
和资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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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实，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投入营口鲅鱼圈大白鲸世界海岸城项目
的资金金额具体为：
1、股权转让款 1.1 亿元；
2、垫付工程款 3559 万元；
3、公司为项目公司 5 亿元的银行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目前该贷款已发放
1.811 亿元，公司支付了利息 768 万元；
4、公司垫付日常费用支出 1120 万元；
以上费用合计 3.4557 亿元。
营口鲅鱼圈大白鲸世界海岸城项目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开工，截至目前施工进度完
成度为 75%，后续尚需投入资金预算为 3.5 亿元。因审计工作尚未完成，该数据依据为
原有可研报告。
因本次诉讼纠纷案件涉及的情况及背景复杂，且目前尚未审理，公司目前无法判
断其对大白鲸世界海岸城项目合作进度的影响，也无法判断是否可能导致项目终止并计
提大额资产减值。公司将积极应诉，以避免造成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受损，并将严格
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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