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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股价异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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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披露《2021 年度业绩预告》（公

告编号：2022-012），预计公司 2021 年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公

司 2021 年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8 日，目前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经审计的经营

业绩及审计报告类型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按预约披露时间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年报后，如 2021 年年度报告出现“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人民币”或者“2021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或者“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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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将因触发财务类强制退市条件，被深交所强制终止上

市，同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3.12，公司股票将于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开市起

停牌，公司将按照财务类强制退市的流程办理退市相关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价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2022

年 4 月 18 日、2022 年 4 月 1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价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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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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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变化情况：（1）截至 2022 年 4 月

19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 0.89 元，公司股票已连续 3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

价均低于 1 元；（2）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披露了《2021 年度业绩预告》（公

告编号：2022-012），根据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计，公司 2021 年净利润为负且

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公司 2021 年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另公司 2020 年度《审计

报告》中的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消除情况尚待年审会计师审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9.3.11 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4、公司向控股股东华讯科技和实际控制人吴光胜先生确认，不存在关于本

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近期公司未发现定期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漏，或者因业绩传闻导致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异常波动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6、经核查，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本公司控股股东华讯科技、实际控制

人吴光胜先生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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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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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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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提示 

1、因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人民币，2020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后已被

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已于 2022 年 1月 25 日披露《2021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2-012），

预计公司 2021 年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公司 2021 年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8 日，目前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经审计的经营业绩及审计报告类型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按预约披露时间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年报

后，如 2021 年年度报告出现“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且营业

收入低于 1 亿元人民币”或者“2021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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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

将因触发财务类强制退市条件，被深交所强制终止上市，同时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9.3.12，公司股票将于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将按照财务类强

制退市的流程办理退市相关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2.1 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深交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四）在本所仅发行 A 股股票或者仅发行 B 股股

票的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 19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 0.89 元，公司股票已连续 3 个交

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2021 年 7 月 13 日，公司收到河北证监局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3 号（下称“《行政处罚决定书》”）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市场禁入决定书》[2021]1 号（下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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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禁入决定书》”）。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的认定事

实，公司判断公司涉及的违法行为暂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相关规定及《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

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2016 年、2017 年更正后

的财务报表全面审计尚未完成，公司存在经对 2016 年、2017 年全面审计后，导

致公司 2015 年至 2020 年财务指标最终实际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深证上[2018]55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规定的终止上市标准的风险，公司股票存在被深交

所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5、公司于 2022 年 1月 25 日披露《2021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2-012），

公司已披露的业绩预告与预计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6、公司自 2020 年 1 月至今陆续发布了《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关于部分银行账户

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5）、《关于子公司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8）、《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2020-022）、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部分股票遭遇平仓导致被动减持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21）、《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关于

公司涉及违规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关于债权人申请公

司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3）、《关于子公司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4）、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关于子公司银行贷款

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到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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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8）、《关于子公司银行贷款提前到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关于子公司银行贷款提前到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关于子公

司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

到河北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关于控股股东、公司

及相关责任人收到河北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3）、《关于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4）、《关于公司股

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关于累计诉

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0-094）、《关于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6）、

《关于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7）、《关于控

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关于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1）、《关于累计诉讼、

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5）、《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

到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6）、《关于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17）、《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0）、

《关于子公司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3）、《关于子公司诉

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4）、《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5）、《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6）、《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31）、《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2）、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4）、《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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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5）、《关于

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资产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6）、《关于收到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7）、《关于公司银行贷

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1）、《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2）、《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资产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3）、

《关于子公司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5）、《关于立案调查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46）、《关于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

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8）、《关于控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9）、《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50）、《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51）、《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52）、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54）、《关

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55）、《关

于公司新增违规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56）、《关于重大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157）、《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到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59）、《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3）、

《关于公司各类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关于控股股东部

分股份质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

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2020 年业绩预告》（公

告编号：2021-012）、《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3）、《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关于公司新增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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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关于收到河北证监局对控股股东、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关于控股股东相关诉讼涉及公司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0）、《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进展

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9）、《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1）、《关于公司各类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关于公司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关于重大

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关于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42）、《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47）、《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

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52）、《关于公司新增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8）、《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9）、《关于控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63）、《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关

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5）、《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关于

公司新增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关于公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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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所持公司部分股票存在平仓风险暨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9）、《关于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2）、《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5）、《关

于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关于公司各

类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9）、《关于控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90）、《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91）、《关于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3）、《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1-099）、《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0），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关于子公司新增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02）、《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3）、《关

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4）、《关于子公司新增被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6）、《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

风险警示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118）、《关于公司

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0）、《关于公司被申请重整的进展

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122）、《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新增司

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6）、《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未被法

院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8）、《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130）、《关于公司主要银行

账户和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4）、《关于公司股票被叠

加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5）、《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

请重整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137）、《关于公司新增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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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0）、《关于子公司新增被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2）、《关于子公司新增被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3）、《关于子公司新增被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5）、《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46）、《关于子公司房产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147）、《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1-148）、《关于公司新增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2021-150）、《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2021-156）、《关于公司新

增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2021-157）、《关于控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轮

候冻结的公告》（2021-158）、《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2021-159）、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2021-163）、《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

整的进展暨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2021-165）、《关于公

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2021-166）、《关

于子公司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2022-001）、《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公

司部分股票存在平仓风险暨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2022-004）、《关于公司

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进展暨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2022-010）、《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2022-011）、《关于公司股

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2022-014）、《关于公

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2022-015）、《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

展的公告》（2022-016）、《关于子公司房产将被变卖的提示性公告》（2022-018）、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部分股票被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的公告》

（2022-019）、《关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2022-021）、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2022-024）、《关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2022-025）、《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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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2022-026）、《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2022-027）、《关于公司债权人重新申请撤回

上诉暨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2022-028）、《关于公司涉

及诉讼进展的公告》（2022-029）、《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被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的公告》（2022-030）、《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2022-031）、《关

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2022-032）、《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

到 1%暨减持数量达到半数公告》（2022-034）、《关于子公司部分资产被冻结的

公告》（2022-035）、《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2022-036）、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

（2022-037）、《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将被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

（2022-038）、《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2022-040）、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2022-042）、《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提示公告》（2022-043）、《关于公司股价低于面值的风险提示公告》

（2022-044）。 

7、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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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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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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