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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结案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中国证监会已在【2020】8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公司予以处
罚，本次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案通知书》系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时
任实际控制人及时任董监高的处罚结果，不涉及本公司，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造成影响。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尤夫股份”)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
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180264]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
查。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公司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根据规定，公司每
月发布一次《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3 月 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处罚字【2020】7 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
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2020 年 10 月 1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
80 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予以处罚，对本案相关当事人，中国证监会将另行

依法处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00）。
近日，公司收到上述相关当事人的通知，其已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2021】87 号）、《结案通知书》（结案字【2021】55、56 号），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结案通知书》内容
依据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我会对尤夫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
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实事、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力，
当事人颜静刚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并要求听证。当事人翁中华和吕彬未要求陈
述、申辩和听证。应当事人的要求，我会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举行了听证会，听
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经查明，尤夫股份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关联交易
尤夫股份《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
披露，颜静刚为尤夫股份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
十六条第四项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七十一
条第三项的规定，在前述报告期内，颜静刚为尤夫股份的关联方。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尤夫股份作为债务人签订借款合同、最高授信
合同、商业保理合同共 5 份，指定的收款账户均为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公司的
账户或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银行账户，且资金均实际转入指定账户。
2018 年 1 月 2 日，尤夫股份全资子公司湖州尤夫高性能纤维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尤夫高性能）向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祈尊）中信银行账
户转入 3 亿元资金。同日，该笔 3 亿元资金经上海祈尊中信银行账户划转至颜静
刚等关联方控制的上海樘嵘贸易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账户，再划转至与颜静刚等关
联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丁红的光大银行账户，前述资金划转操作均在 15 分钟
内完成。2018 年 1 月 3 日，尤夫高性能与上海祈尊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合同金
额 3 亿元。上海祈尊否认与尤夫高性能存在贸易往来。截至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

2018 年 6 月 25 日，上海祈尊未交付货物。
上述关联交易，2017 年度新增金额为 1.24 亿元，占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 5.12%；2018 年上半年新增金额为 3.83 亿元，占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1.21%。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四十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证监会公告[2017]18
号）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尤夫股份应当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与颜
静刚等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情况。尤夫股份未在《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
年度报告》中披露该事项，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同时，尤夫股份未
将前述其以债务人身份发生的借款金额计入财务报表，导致《2017 年年度报告》
《2018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报表少计负债，存在虚假记载。
二、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
2016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尤夫股份子公司深圳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尤夫）对外签订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存单质押合同共 2 份，尤夫股
份子公司上海尤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航新能源）对外签订保证金
质押协议、存单质押合同共 4 份，前述担保金额合计 7.30 亿元。
2017 年上半年，深圳尤夫对外签订存单质押合同 8 份，担保金额合计 10.80
亿元。2017 年下半年，深圳尤夫对外签订存单质押合同 1 份，尤航新能源对外
签订存单质押合同 2 份，尤夫股份对外签订担保合同 8 份，前述担保金额合计
15.40 亿元。2017 年全年，尤夫股份及其子公司发生对外担保金额合计 26.20 亿
元，其中，向颜静刚及颜静刚控制的其他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6.30 亿元，占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6.01%。
根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项及第十七项的规定，参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 10 月修订）9.1、9.11 的规定，尤夫
股份应当及时披露其签订担保合同及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尤夫股份未及时披露该
重大事件。
尤夫股份《2016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当期新增对外担保金额 7.30 亿元；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当期新增对外担保金额 10.80 亿元；《2017 年年度报告》
未披露当期新增对外担保金额 26.20 亿元，其中，重大关联担保金额 6.30 亿元。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6]31 号）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第四十四条，《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第四十六条，《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证监会公告[2016]32 号）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尤夫股份应
当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其发生重大关联担保和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尤夫股份未
在《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该事
项，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工商资料、账务资料、银行账户资料、银行流
水、银行对账单、银行回单、合同文件、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情况说明、相关
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尤夫股份披露的《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存
在重大遗漏，《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
遗漏以及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的行为，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及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
的违法行为。
根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翁中华是尤夫股份定
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以及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吕彬是尤夫股份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此外，颜静刚作为实际控制人，其行为已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
条第三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的情形。
颜静刚及其代理人在听证过程中及申辩材料中提出：
第一，2017 年 5 月 10 日申辩人才成为尤夫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此前发生的
交易与其无关。

第二，关于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关联交易事项，一是尤夫股份与申辩人之间
没有资金占用的关联交易，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拟认定的借款均为关联借款且实
际由申辩人使用；尤夫股份子公司尤夫高性能与上海祈尊之间存在真实贸易关
系，申辩人没有占用尤夫高性能资金。二是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的披露属于公
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申辩人不参与尤夫股份日常经营管理，不应承担尤夫股份
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的责任。
第三，关于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事项，一是 2017 年
5 月 10 之后发生的担保多数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自始无效，公司及其
子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二是以尤航新能源为担保人的两笔担保是 2016 年 12
月发生的两笔担保的延续，不应重复计算。三是向申辩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提
供的担保金额有误。四是《事先告知书》拟认定的大部分对外担保已解除债务关
系，未对公司造成实际损失。
第四，申辩人没有指使尤夫股份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案涉信
息披露违法行为，更不是案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组织者、决策者、领导者和实
施者。信息披露行为与交易行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其充其量只是参与了部
分交易，其成为尤夫股份实际控制人以后没有实施“指使”行为，其对尤夫股份
应披露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或有负债事项没有法定告知义务，其没有告知与
尤夫股份未（及时）披露也没有因果关系。
综上，请求免予行政处罚。
针对颜静刚的陈述申辩意见，经复核，我会认为：
第一，认可颜静刚自 2017 年 5 月 11 日起为尤夫股份实际控制人的意见。
第二，关于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关联交易相关事项，从股权转让资金来源、
工商变更、公司业务、公章管理、银行账户的使用、当事人陈述、他们指认以及
日常管理等方面足以证明上海攀定、上海哲町等多家公司是颜静刚等关联方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上海剩财、上海竹远、何某的案涉银行账户由颜静刚等关联
方控制。尤夫股份与上述颜静刚等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我会对颜静刚的该部分意见不予采纳。
第三，关于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事项，一是债务履行、
担保合同的效力等问题系民事范畴，本案系针对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的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二者并不冲突。尤夫股份后续是否需真正承担担
保责任，是否因承担担保责任而遭受损失，均不影响其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是相关担保合同及对应的主合同均为当期新签署，新担保义务的产生是基于新
签署的担保合同，借新还旧、续贷和变更担保主体等因素可在担保余额中体现，
上述因素产生的担保金额并不影响其计入本期担保发生额。上市公司在相关定期
报告披露过程中应按要求分别披露担保余额和发生额，本案以发生额作为统计口
径进行认定。三是从股权转让资金来源、工商变更、公司业务、公章管理、银行
账户的使用、当事人陈述、他人指认以及日常管理等方面足以证明相关公司或银
行账户系颜静刚等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控制，与尤夫股份构成关联关系，相关担保
构成关联担保。我会对颜静刚的该部分意见不予采纳。
第四，实际控制人滥用支配地位，授意、指挥上市公司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应当认定为“指使行为”，这种“授意、指挥”，既可能是明示，也可能是
隐瞒、不告知或默许。对于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行为，颜静刚刻意
隐瞒关联方，明确要求上市公司的银行存款由中技集团统一支配，具体包括以上
市公司名义贷款，相关款项转至颜静刚指定账户，为颜静刚等关联方提供担保，
上述行为涉及其实际控制的三家上市公司，颜静刚作为实际控制人，同时在其控
制的三家上市公司组织、策划、领导并实施上述行为，三家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
交叉关联，且三家上市公司均未披露，其行为已构成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从
事案涉违法行为的情形，颜静刚提出的其并没有“指使”的相关理由，并不能推
翻在案证据已经形成的完整证据链条。我会对颜静刚的该部分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 年《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颜静刚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二、对翁中华给予警告，并处以 20 万元罚款；
三、对吕彬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元罚款。
宋国尧、杨建兴、崔皓丹、左德起、李跃平、孟祥功、高先超、王锋、袁萍、
杨梅方、郑颖斌、张林、银奔、胡运丽、潘清华、陈永火、陈晓龙、李勇的涉案
行为违反了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及《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但

违法行为轻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上述
人员不予行政处罚，本案结案。
赖建清、陈彦的涉案行为违反了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
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但违法行为轻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上述人员不予行政处罚，本案结案。
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的案涉违法行为，我会已在【2020】8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予以处罚。
上述被处以罚款的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
交 中 国 证券 监 督管 理 委员 会 开户 银 行： 中 信银 行 北 京分 行 营业 部 ，账 号 ：
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
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其他说明
中国证监会已在【2020】8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公司予以处罚，本次披
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案通知书》系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
及时任董监高的处罚结果，不涉及本公司，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