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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4          证券简称：*ST 金刚       公告编号：2021-046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ST 金刚；证券代码：300064）交易价格连续 2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 30.46%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

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对公司立案调查。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通报了公司信息

披露违法案件调查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

立案调查事项的相关书面文件，相关事项以中国证监会结论性调查意见或决定

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如依据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决定，公司调整后的任意连续会计年度财务类指标触及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标准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存在被强制退市的风险，将及

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3、2019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519,654.94 万元，

2020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23,615.51 万元，公司业绩处

于亏损状态。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被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截至目前保留意见事项暂未消除。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及财务报

表附注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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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因存在资金被动流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

供担保的情形，公司股票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5、截至 2021 年 4 月底，公司在手可动用货币资金余额约 1400 万元；近

年来部分合作银行、非银金融机构断贷、抽贷，公司融资渠道受阻，同时因诉

讼事项，公司大部分银行账户资金、土地、对外投资股权等被冻结、查封，公

司资金链紧张和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共涉及 84 项

诉讼/仲裁案件，案件金额合计约 576,951.16 万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

被告涉及的诉讼案件 80 项，案件金额约 553,908.9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案件 4 项，案件金额约 23,042.26 万元。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具体风险事项详见本公告“四、必要的风险提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金刚；证券代码：300064）交易价格连续 2 个

交易日（2021 年 5 月 14 日、5 月 17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对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等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2021 年 5 月 7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立案调查进展及

风险警示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截至目前，公司涉

及资金占用余额为 30,526.95 万元；存在未履行内部审批及相关审议程序对外担

保的情形，涉及诉讼案件 20 单，诉讼金额合计约 19.64 亿元（利息暂计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05.79% 。公司持续督促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尽快履行清偿债务，妥善处理并尽快解决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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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事项 

同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立案调查事项的相关

书面文件，目前不具备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再融资的条件。相关事项以中国证监

会结论性调查意见或决定为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 

2、2021 年 5 月 8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郑州华晶

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0 年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176 号），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目前，公司正在就问询函剩余问

题进行核查，公司争取尽快完成函件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5、近年来，受大股东高质押比例、债务危机等风险传导，公司涉及多起诉

讼事项引致资金、土地、对外投资股权被冻结、查封，对公司流动性、市场信誉

等产生一定影响。截至 2021 年 4 月底，公司在手可动用货币资金余额约 1400

万元。目前公司在生产经营。 

6、经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未披露的处于筹划阶段有关公司

的重大事项。 

7、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最近一个月内均未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内幕交

易、操纵市场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6个月内不存在主动通过

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8、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9、公司不存在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未披露事项，且公司不存在其他可

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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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

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披露的风

险提示，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审慎决策、理性投资。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再次关

注以下风险事项： 

1、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20 年 4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豫

调查字 2020013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调查。中国证监会于 2020年 12月 31日通报了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调查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暂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相关书面文件，

相关事项以中国证监会结论性调查意见或决定为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如依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公司调整后的

任意连续会计年度财务类指标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公司存在被强制退市的风险，将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2、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被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至目前保留意见事项暂未消除。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被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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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对诉讼事项进行梳理与分析，对印章使用情况及涉及非经营借款、担保

案件审批情况进行核实，因“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

序对外担保且情形严重”，公司股票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关于违规担保、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具体金额最终以中国证监会结论性调查意见或决定

为准。 

4、资金链紧张的风险 

近年来部分合作银行、非银金融机构断贷、抽贷，公司融资渠道受阻，公司

资金状况紧张并出现部分债务逾期的情形。 

同时因多起诉讼案件，公司多个银行账户的资金及持有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

股权被冻结，已制约公司融资活动、降低偿债能力，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周转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随着案件审理与判决案件执行的推进，公司货币资金存在被

继续冻结或划扣的可能，同时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公司存在资

金链紧张的风险。截至 2021 年 4 月底，公司在手可动用货币资金余额约 1400

万元。 

5、诉讼事项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共涉及 84 项诉讼/仲裁案件，案件金额合计约 576,951.16

万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案件 80 项，案件金额约

553,908.9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案件 4 项，案件金额

约 23,042.26 万元。根据案件材料显示，公司作为借款人的案件 21 项，案件金

额约为 237,901.74 万元；作为担保人、差额补足方的案件 27 项，案件金额约

为 198,923.95 万元；其他案件 36 项，案件金额约为 140,125.47 万元。 

上述案件中已判决生效案件 47 项，案件金额为 280,033.08 万元（新增公

司与巩义农商行纠纷案件、道来咨询案件及公司子公司洛阳华发与舜辰机械案件

生效），其中根据案件材料显示，公司作为借款人的案件 10 项，案件金额约为

101,862.67 万元；作为担保人、差额补足方的案件 23 项，案件金额约为

161,048.13 万元；其他案件 14 项，案件金额约为 17,122.28 万元。根据判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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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承担责任的案件金额约为 275,835.64 万元，其中因借款案件判决公司承担责

任的案件金额为 101,862.67 万元，因担保、差额补足案件判决公司承担责任的

案件金额为 156,857.62 万元，因其他案件判决公司承担责任的案件金额为

17,115.35 万元。双方已达成和解的案件 13 项，涉及公司及子公司承担责任的

案件金额约为 22,682.99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承担责任的案件金额因利息、违约

金等原因可能存在变动）。 

经自查，部分诉讼相关担保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相关决策程序

审议批准。目前，公司在全面自查及核实中，并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积极应诉，

争取尽快解决相关诉讼事项，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经对诉讼相关事项的全面梳理及与律师团队充分沟通后，公司根据涉诉情况计提

预计负债，同时计入营业外支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诉讼案件合计已划扣公司

及子公司资金 73,163.90 万元，即形成诉讼损失 73,163.90 万元。 

6、公司经营业绩亏损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超硬材料产业链的研究、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主要产品包括

人造金刚石单晶（含金刚石普通单晶、大单晶金刚石）及原辅材料、培育钻石饰

品、微米钻石线、超硬磨具（砂轮）等。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752.8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60.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14.7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97.74% 。2020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23,615.51 万元，2019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亏损 519,654.94 万元。公司业绩处于亏损状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7、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风险 

因诉讼事项，公司大部分银行账户资金、土地、对外投资股权等被冻结、查

封，银行借款、应付票据、信用证、融资租赁长期应付款存在逾期未付，公司为

改善持续经营能力采取系列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健全公司内控管理薄弱环节，降

低经营成本、聘请专业律师维护公司利益，以及成立专门风险化解小组推进风险

化解工作，但是存在措施不能有效落实的风险，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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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8、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可能被处置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郭留希先生两者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占两者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99.69%，累计被轮候冻结的股份数量占两者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99.95%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率高，且被冻

结及多次轮候冻结，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司法处置，则

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和郭留希先生正在采取相关措

施，争取妥善处理纠纷事宜。 

9、失信被执行人风险 

因相关诉讼案件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

义务，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公司将采取相关

措施，并督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推动协调相关和解事项，争取尽快消除该事

项带来的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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