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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ST 利源           公告编号：2019-052 

债券代码：112227             债券简称：14 利源债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特别提示：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 2018 年财务报告被年审

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5 月 6 日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利源精制”变更为“*ST 利源”。本次

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触发其他风险警示。本次触发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

不停牌，公司股票简称仍为“*ST 利源”，公司股票代码仍为“002501”,股票交

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及相关影响 

1、主要原因 

公司及子公司包括基本户、一般结算账户在内的多个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 

2、相关影响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公司新增冻结账户 36 个，新增冻结账户被冻结金

额 157.16 万元；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共 56 个，被冻结银行账户数量占公司银行账

户总数的 39%，总冻结金额 5,046.67 万元，冻结账户资金流水占公司资金流水的

比例为 77.80%。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不得不用私人账户收支资金。 

二、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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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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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单位：元 

序号 账号 开户行 账户类型 账户余额 是否新增 

1 ****5015 **东风支行 专户 124.74 否 

2 ****2094 **东风支行 专户 81.13 否 

3 ****0943 **广场支行 一般户 15.24 否 

4 ****0010 **金汇支行 一般户 0.41 否 

5 ****5069 **辽源分行 基本户 27,590.31 否 

6 ****9220 **辽源分行 贷款专户 130.67 否 

7 ****0045 **辽源分行 美元经常户 美元 184,274.09 否 

8 ****0031 **辽源分行 欧元经常户 欧元 0.04 否 

9 ****0777 **发区支行 一般户 4,784.14 否 

10 ****0759 **辽源分行 日元户 日元 0.00 否 

11 ****2037 **沈阳分行 一般户 0.40 否 

12 ****9220 **辽源分行 专户 18.01 否 

13 ****4228 **辽源分行 专户 649.30 否 

14 ****0233 **金汇支行 保证金户 15,131,195.12 否 

15 ****0221 **金汇支行 保证金户 30,079,794.70 否 

16 ****7177 **吉源支行 一般户 428.64 是 

17 ****0004 **大路支行 一般户 2,009,065.90 是 

18 ****3397 **村镇银行 一般户 8,432.68 是 

19 ****5777 **发区支行 欧元户 323.22 是 

20 ****2999 **发区支行 美元户 10.20 是 

21 ****2566 **发区支行 美元经常户 3.02 是 

22 ****5666 **发区支行 一般户 6.00 是 

23 ****5711 **发区支行 欧元户 0.00 是 

24 ****5667 **发区支行 日元户 0.00 是 

25 ****0016 **发区支行 日元保证金 935,579.00 是 

26 ****0033 **发区支行 欧元保证金 39,312.14 是 

27 ****0567 **发区支行 专户 355.56 是 

28 ****8890 **大路支行 一般户 139.39 是 

29 ****3173 **南康支行 一般户 9,520.98 是 

30 ****3958 **西路支行 一般户 3,992.09 是 

31 ****4453 **方红支行 一般户 204.67  

32 ****9968 **沈北支行 基本户 12,044.18 否 

33 ****6666 **石台支行 一般户 515,923.14 否 

34 ****0555 **经开支行 一般户 522.25 否 

35 ****2168 **沈阳分行 一般户 13.29 否 

36 ****4723 **沈阳分行 一般户 617.24 否 

37 ****0248 **沈北支行 一般户 165,373.2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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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0428 **沈北支行 美元 0.31 是 

39 ****0158 **奉天支行 一般户 37.31 是 

40 ****4658 **沈阳分行 一般户 3.51 是 

41 ****8566 **五爱支行 一般户 10,389.02 是 

42 ****3490 **发区支行 一般户 3,317.94 是 

43 ****9887 **长春分行 一般户 4,157.22 是 

44 ****0330 **沈阳分行 一般户 160,245.44 是 

45 ****8867 **万泉支行 一般户 0.89 是 

46 ****3051 **大东支行 一般户 206.37 是 

47 ****2045 **村镇银行 一般户 6,385.20 是 

48 *****028 **辽源分行 一般户 9,440.82 是 

49 ****0888 **沈北支行 一般户 851.23 是 

50 ****1066 **华路支行 一般户 31.57 是 

51 ****3111 **沈北支行 一般户 32,039.00 是 

52 ****0166 **白岛支行 一般户 7,402.34 是 

53 ****8974 **万泉支行 一般户 8,550.53 是 

54 ****4437 **沈北支行 一般户 0.80 是 

55 ****1796 **新区支行 一般户 5,916.59 是 

56 ****2400 **沈阳分行 一般户 0.01 是 

三、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停复牌起始日：不停牌； 

2、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501”； 

3、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不变，仍为“*ST 利源”； 

4、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1、对逾期债务进行系统性处理 

为解除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多次与各类债权人进行了深入沟通，同时，

公司也在组织相关专业人员积极探讨在法律协调范围内的各种措施，以系统性解

决公司债务危机。 

2、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对公司和子公司情况进行梳理，优化团队及工资结构，促进绩效考核方案的

实施，激发员工士气和动力；开源节流，缩减不必要的费用开支；重视和加强内

控管理。 

3、产品转型升级 

公司拟在长春设立新产品开发中心，与轨道交通车体大部件、汽车部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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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等客户共同订制研发新产品的系统解决方案，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

实现公司产品的转型升级。 

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 

电话：0437-3166501 

联系地址：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路 5729 号 

电子邮箱：liyuanxingcaizqb@sina.com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14 日 


	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