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13                  证券简称：*ST 天润                 公告编号：2021-028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是否能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须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

股票交易的其他风险警示暂未撤销，仍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ST 天润”）

因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0年 4月 29日起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ST天润”变更为“*ST天润”，公司股票的日涨

跌幅限制仍为 5%，股票代码不变，仍为 002113。 

二、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与规则对照情况 

（1）2020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披露《2020 年年度报告》，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631,363,883.66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78,063,116.16 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44,774,205.85 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381,045,809.63元。 

（2）与规则对照情况 

第一项、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3.1 条的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最近一个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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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8,063,116.16 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44,774,205.85 元，营业收入



为 631,363,883.66 元，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形。  

（二）最近一个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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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 381,045,809.63元，不存在追溯重述

的情况，不存在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

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公司已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

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该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实际已

触及本条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 

截止目前，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14.3.1

条规定的应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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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规定“新规施行前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已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公司，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其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或其他风险警示；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执行以 下安排”，经自查，

公司适用于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应执行安排的第（3）小项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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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如下：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 14.1.1 条

暂停上市的情形进行逐条自查，具体如下:  

因净利润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 13.2.1 条

第（一）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继续为负值；公司因 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 13.2.1 条

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0年 4月 29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

处理。   



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8,063,1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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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修

订）第 13.2.1 条规定情形已消除，公司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修订）第 14.1.1 条、(1)暂停上市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4.1.1 条有关暂停股票上市交易的情形，也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第三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

风险警示的第 13.3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

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正常，有序运转，不存在有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活动受到

严重影响且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情形。  

（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截至目前，公司主要银行账号存在冻结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正常运作，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有效决议。  

（四）、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或鉴证报告； 

2020 年度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非标意见的审计报

告，公司最近一年未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鉴证

报告。  

（五）、公司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

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公司存在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情况，截止目前公司所有

违规担保和诉讼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被担保方 借款方 

担保合

同签署

时间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余额

（万元） 
诉讼进展情况 



受理法院 
受理时

间 

诉讼涉及

的担保金

额（万元） 

进展情况 

1 

广东恒润

互兴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梁逍 
2017.12

.13 
50,000 47,316 

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

院 

2018.07

.23 
47,316 已判决，未执行 

2 

广东恒润

互兴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许为杰 
2018.01

.13 
5,000 4,505 

深圳仲裁

委 

2018.11

.01 
4,505 已仲裁，未执行 

3 

广东恒润

华创实业

发展有限

公司 

中江国

际信托

股份有

限公司 

2016.08

.20 
30,000 11,104 

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

院 

2018.12

.27 
11,104 已公证，部分执行 

4 

广东恒润

华创实业

发展有限

公司 

中江国

际信托

股份有

限公司 

2016.11

.28 
60,000 49,860 

江西省高

级人民法

院 

2018.12

.06 
49,860 已判决，未执行 

5 

广州市南

华深科信

息技术有

限公司 

恒旺商

业保理

（深

圳）有

限公司 

2018.10

.29 
5,500 5,500 

上海嘉定

区人民法

院 

2019．0

1.04 
5,500 已判决，未执行 

6 

广东恒润

华创实业

发展有限

公司 

深圳国

投商业

保理有

限公司 

2017.10

.20 
10,000 6,087 

深圳中级

人民法院 

2018.07

.31 
6,087 已判决，未执行 

7 

广东恒润

华创实业

发展有限

公司 

黄少雄 
2018.03

.19 
16,000 16,000 

深圳国际

仲裁院 

2018.03

.19 
16,000 已诉讼，未判决 

 合计   176,500 140,372   140,372  

（六）、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2018年、2019 年及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382,477,299.13 元、-810,741,440.42 元、-244,774,205.85

元，2020 年度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表明公司

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 

公司已连续三年（2018年-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因为，公司存在此情形。 

公司因存在控股股东未在承诺期限内归还公司的募集资金和解除公司的违

规对外担保，2019年 3月 28日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综上

所述，公司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仍未解除，2020 年年报披露后公司股票交易继

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总述，经公司逐项自查《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条、第 14.3.1

条、《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 14.1.1 条规定，公司未触

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且未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的标准的情形，公司 2019

年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十三章风险警示

的第 13.3 条的（二）和（五）被实施风险警示的情形仍未解除，故公司符合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但其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三、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所做的工作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改善公司盈利能力，力争尽快消除公司退市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管理层，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促进公司平稳运

行，促进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主要工作如下： 

1、2020年度，公司在原有治理体系基础上，加强对公司的科学管理，优化

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同时做好风险防范措施，提高公司综合管理水平。在此

基础上，持续加强预算管理，控制各项成本支出，降低公司各项费用。 

2、加强和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强化奖惩效果，探索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  

制，激发员工、团队和组织的积极性，打造企业与员工的发展共同体长效机制。  

3、诉讼方面，针对公司面临的控股股东违规对外担保涉及的诉讼事项，公司与

律师一同主动采取各项应对措施，积极主张公司权利，保护公司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尽最大可能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降低公司可能遭受的损失。  



四、董事会审议及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况 

根据深交所《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的通知》第四项规定“新规施行前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已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的公司，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其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

其他风险警示；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执行以下安排”，经自查，公司适

用于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应执行安排的第（3）小项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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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8日，公司已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已经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因此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尚未消除，仍保留其他风险警示。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的请示，如获批准，公司股票简称将由“*ST天润”变更为“ST天润”，

日涨跌幅限制不变，股票代码仍为 002113。 

五 、风险提示 

公司申请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须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能否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公司股票交易的其他风险警示暂未撤

销，仍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