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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特别提示: 

1、经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坚瑞沃能”）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 28,135.00 万元至

28,635.00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1.1 条规定，最近三年连续亏损（以最近三

年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

暂停公司股票上市。因此，若最终经审计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本

次业绩预告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经审计的 2019 年净利润为负，那么公司股

票依然面临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的风险。 

2、公司目前预计 2019 年末净资产为正。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十三章相关规定，公司出现“最近一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显示当

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以决定暂停公司股票上市。因此，

若最终经审计后的 2019 年末净资产与本次业绩预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经审计

的 2019 年末净资产为负，公司股票亦面临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的风险。 

3、截止目前，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中仅货币资

金事项的影响已消除，其余如涉及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收入

和成本、涉及业绩补偿、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及涉及或有事项等事项仍在努力消除。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1.1

条规定，最近两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暂停公司股票上市。公司存在 2018 年、2019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性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年连续两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而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的风险。 

4、2019 年 12 月 27 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

作出陕 01 破 33 号之八《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终止坚瑞沃能重整程序，公司进入

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用于清偿债务的资金均已经到账，

相应清偿债务的法律文书及抵债债权转让通知已经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发

出。 

重整计划虽已获得法院批准但如果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

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因此，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5、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

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重整失败，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11月修订）》第13.4.1条第（二十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 

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避免连

续亏损，但公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终止上

市的风险。 

6、公司目前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2019 年 11 月 15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沃特玛”）进入破产清算，深圳中院指定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

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沃特玛管理人。2019 年 12 月 27 日，沃特玛管理人广

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及深圳市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已正式进入沃特玛现场开展

破产清算的相关工作，已完成对沃特玛公章、印鉴、证照及工商底档等资料的交

接工作，并接管了各项资产和业务的管理权，公司已不再控制沃特玛。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沃特玛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但因沃特玛债权、债务

规模巨大，债务情况复杂，或存在重大不确定事项，公司无法判断重大不确定事

项对公司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7、公司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基于谨慎性原则，未来存在



 

大幅变动的可能，具体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公司经审计后的 2019 年度经

营财务数据将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28,135.00 万元–28,635.00 万元 亏损： 392,489.52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 28,135.00 万元至

28,635.00 万元。本期收入主要来自于沃特玛前三季度的电池和电动车销售收入

和达明科技有限公司的工程收入，共计约 4.3 亿元。根据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0,702.39 万元。 

从三季末至年末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1）破产重整预期会产生债务重组

收益约 4.47 亿元；（2）因沃特玛已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而转回超额

亏损约 33.83 亿元；（3）预计执行《重整计划》变现资产损失、执行《重整计划》

产生相应费用及 2019 年第 4 季度发生的相关费用等约 15.04 亿元。具体数据以

2019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2019 年度报告期内，公司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影响金额约 35.02 亿元，主要来源于债务重组收益和沃特玛出表转回的超额亏

损。 

四、风险提示 

1、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均为

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1.1



 

条规定，最近三年连续亏损（以最近三年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

净利润为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暂停公司股票上市。因此，若最终经审计

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本次业绩预告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经审

计的 2019 年净利润为负，那么公司股票依然面临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的

风险。 

2、公司目前预计 2019 年末净资产为正。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十三章相关规定，公司出现“最近一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显示当

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以决定暂停公司股票上市。因此，

若最终经审计后的 2019 年末净资产与本次业绩预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经审计

的 2019 年末净资产为负，公司股票亦面临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的风险。 

3、截止目前，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中仅货币资

金事项的影响已消除，其余如涉及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收入

和成本、涉及业绩补偿、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及涉及或有事项等事项仍在努力消除。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1.1

条规定，最近两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暂停公司股票上市。公司存在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而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的风险。 

4、2019 年 12 月 27 日，西安中院作出陕 01 破 33 号之八《民事裁定书》，

裁定批准《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坚瑞沃能重整程序，公

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用于清偿债务的资金均已

经到账，相应清偿债务的法律文书及抵债债权转让通知已经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发出。 

重整计划虽已获得法院批准但如果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

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因此，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5、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

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重整失败，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4.1 条第（二十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 

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避免连

续亏损，但公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终止上

市的风险。 

6、公司目前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2019 年 11 月 15 日，深圳中院裁定受

理沃特玛进入破产清算，深圳中院指定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卓效清算事

务有限公司为沃特玛管理人。2019 年 12 月 27 日，沃特玛管理人广东融关律师

事务所及深圳市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已正式进入沃特玛现场开展破产清算的

相关工作，已完成对沃特玛公章、印鉴、证照及工商底档等资料的交接工作，并

接管了各项资产和业务的管理权，公司已不再控制沃特玛。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沃特玛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但因沃特玛债权、债务规模巨大，

债务情况复杂，或存在重大不确定事项，公司无法判断重大不确定事项对公司的

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公司经审计后的 2019 年度经营财务数据将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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