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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2

证券简称：*ST 融捷

公告编号：2021-016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
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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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
所核准。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年
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0 年 4 月 22 日开市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
由“融捷股份”变更为“*ST 融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交了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36,332.95 元，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6,132,395.72 元。由于连续
两年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2.1 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0 年 4 月
22 日开市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融捷股份”变更为“*ST 融捷”，
股票代码不变。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二、公司 2020 年度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具体措施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积极主动采取各项经营管理措施，努
力实现 2020 年度“扭亏为盈”，力争尽快消除退市风险，主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扩大生产销售，实现经营目标
1、公司总部层面已于 2019 年成立营销中心，负责市场开发、战略客户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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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客户的跟进、对子公司营销的协调和管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营销方面采取
多头并举，强化营销能力，发挥营销中心的战略协同作用，提升公司产业链的协
同优势。同时，公司正积极开发客户资源，拓宽销售渠道。
2020 年度，公司销售业务以总部营销中心为主，相继开发锂精矿、锂盐大
客户并达成销售，同时对大客户进行维护；各子公司主要负责中小客户开发和维
护，与总部营销中心互相配合，充分发挥产业链协同优势。2020 年度，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38,993.50 万元，同比增长 44.53%。
2、锂矿采选业务已于 2020 年 3 月开工生产，公司努力提高锂矿采选产能利
用率，确保全年稳定高效满负荷生产，基本实现了公司制定的年度锂精矿生产、
销售和经营利润目标。
2020 年度，公司锂矿采选生产经营全年稳定，累计处理原矿 31.27 万吨，生
产锂精矿 5.84 万吨（6%品位），销售锂精矿 7.07 万吨（6%品位），2020 年度
实现锂精矿营业收入 19,492.73 万元，同比增加 738%，公司锂矿采选业务 2020
年度扭亏为盈。
3、锂盐业务子公司长和华锂稳定安全生产，根据市场适时调整产品结构，
采取代工和自销相结合的经营模式，扩大市场和产销量，实现年度经营目标。
2020 年度，锂盐价格持续下跌，至第四季度才走出低谷。长和华锂前三季
度根据市场行情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目标，以电池级碳酸锂为主产品，并下调产
量。第四季度锂盐价格反弹后，长和华锂开拓了锂盐代工业务，并通过了比亚迪
的供应商认证，开始向比亚迪销售锂盐产品。虽然长和华锂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同比下降 37.17%，经营业绩亏损，但长和华锂成功开拓多家新客户和供应商渠
道，并成功与大客户比亚迪达成合作，且年末锂盐产品价格回暖，为未来扭亏为
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锂电设备子公司东莞德瑞加强与比亚迪等大客户的合作关系，并不断开
拓新客户，扩大化成机等主要产品的存量市场占有率，提高订单获取成功率。
2020 年度，东莞德瑞一方面加强新产品研发和新客户开发工作，进一步加
强与比亚迪的紧密合作；另一方面加强了成本、费用的控制和应收账款回收力度。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景气度不断高涨，也传导到上游锂电池设备资源板块。报
告期内，公司锂电设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1,779,3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94.64 万
元，同比增加 105.63%，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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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成本，降低费用
1、加强公司预算管理力度，全面实施标准化作业成本体系，加强对子公司
采购成本、生产成本、运营成本等的精细化管理，有效降低公司各项成本费用。
2020 年度，公司通过上述降本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锂精矿和锂电设
备生产成本明显降低，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研发费用大幅降低。其中销售费用
降低 43.77%，财务费用降低 20.31%，研发费用降低 53.23%，管理费用扣除政府
利益共享资金后同比降低 26.70%。
2、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入，强化公司内部资金周转效
率，优化融资渠道和方式，减少对外筹集资金数量，降低资金成本；同时减少非
付现成本和费用的支出，提高盈利能力。
2020 年度，公司加强了应收账款的回收，采取有针对性的责任到人、目标
到人的收款措施及多管齐下的收款方式；对于个别欠款时间较长的客户，通过法
律手续进行催收，应收账款回收取得了显著成效。报告期内公司在销售收入同比
增加 44.53%的同时，期未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只增加了 14.35%；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同比增加 12.26%，应收票据同比增加了 133.35%，大幅降低了期未应收账款
的资金占用。公司还通过应收票据的转让支付，减少了付现成本的支付，提高了
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降低资金成本，增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与规则对照情况
（一）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披露《2020 年度报告》，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合
并营业收入 389,934,988.44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044,846.41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4,341,828.80 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569,591,224.16 元。
（二）与规则对照情况
1、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暂
停上市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2.1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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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因净利润触及 13.2.1 第（一）项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上市公
司首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表明 13.2.1 条第（一）项规定情形已消除的，上市公司
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044,846.41 元，
归属于上市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4,341,828.80 元；不存在追
溯重述的情形。公司 2020 年度审计结果表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2.1 条规定情形已消除，公司不触及暂停上市情形。
2、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退市风险
警示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3.7 条的规定，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符合不存在本规则第
14.3.1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任一情形的条件的，公司可以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对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后的首个会计年度 2020 年度不存在 14.3.11 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
任一情形的条件，具体如下：
（1）公司不存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的情形；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044,846.41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4,341,828.80 元；营业
收入为 389,934,988.44 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388,878,807.94 元；不存在追溯
重述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 569,591,224.16 元，不存在追溯重述
的情形。
（3）公司不存在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
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公司不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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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的情形；
公司将于 2021 年 2 月 9 日披露《2020 年度报告》，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
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同时，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
四章其他强制退市的情形，且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第 13.3 条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综上，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
通知》的规定，公司“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且未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四、董事会审议及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1 年 2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正值，公
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暂停上市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四章其他强制退
市的情形，且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
章第 13.3 条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公司将根据该申
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8 日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