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ST 乐通

公告编号：2021-017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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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3 月 22 日开市起停牌 1 天，并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
开市起恢复交易。
2、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3 月 23 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 乐
通”变更为“乐通股份”；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319”；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
由 5%恢复为 10%。

一、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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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起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证券简称为“*ST 乐通”，证券代码为 002319，
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二、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一）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0 年年度审计报
告》(大华审字[2021]000545 号)及《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审核意见》
（大
华 核 字[2021]001462 号），公 司 2020 年 度归 属于 上市 公司 股东 的净 利润 为
7,309,799.46 元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为
-30,548,203.88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42,051,055.37 元；实
现营业收入为 314,563,718.67 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309,440,806.55 元。

（二）与相关规则对照情况
第一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
的规定，经自查，公司未触及第 13.3 条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任一情形的条
件，具体情况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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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截至目前，公司所有银行账号均正常使用，未有公司银行账号被冻结情形。
3、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
《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有序组织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能够
依法行使权利、履行职责、规范运作。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董事会、股东大会
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的情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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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珠海市乐
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1]000991 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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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自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的情
况。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为：
（1）公司向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500 万元，并由全资子公司珠海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乐通新材料”）及全资子公司湖州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州乐通”）提供土地及房屋抵押；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周镇科先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全资子公司乐通新材料

向珠海农商银行高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 15,500 万元，并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全资子公司乐通新材料及全资子公司湖州乐通提供土地及房屋抵
押；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周镇科先生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除上述担保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不存在违反规
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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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净利润为-33,745,975.10元、-291,491,352.09元、
7,309,799.46元，2018年、2019年及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为
-34,091,357.66元、-288,644,049.54元、-30,548,203.88元。虽然公司整体营业收入
呈逐步下滑趋势，但剔除2019年度计提商誉减值2.44亿元后，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且无其他巨额的亏损项目。
公司为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实现扭亏为盈，公司采取各项经营管理措施如下：
（1）2020 年，公司通过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有效盘活公司资产，
优化整体资源配置，有助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减缓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2）公司持续加强预算管理，控制各项成本支出，尽力降低公司经营费用。
同时，缩短货款回流周期，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工作，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入。2020
年度，公司有效控制各项费用，其中销售费用同比减少 59.65%，管理费用同比
减少 3.44%，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14.69%。
（3）公司正在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湖南核三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同时，公司拟向控股股
东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8,000 万元。
全体交易对方承诺：核三力在 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合计数不
低于 15,000 万元。其中：2021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不低于 4,000 万元；2021 年度、

2022 年度合计承诺净利润数不低于 9,000 万元。本条所述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截至目前，本次重组正在积极有序推进中，若公司顺利完成本次重组，将有
利于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已连续三年（2018 年-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利润为负值，但公司经营正常，并采取了积极的管理措施，且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0545 号)，基于会计师已执行相关主要审计程
序，未发现公司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相关重大经营风险。
第二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第 14.3.1 条
规定，经自查，公司未触及第 14.3.1 条所列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任一情形的条
件，具体情况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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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09,7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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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48,203.88 元；营业
收入为 314,563,718.67 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309,440,806.55 元；不存在追溯
重述的情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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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51,055.37 元，不存在追溯重述
的情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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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珠海市乐
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0545 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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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任何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存在 2020 年度
相关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本条第（一）项、第（二）项情形。
第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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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上〔2020〕129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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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项
情形，具体如下：
1、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按照新规执行；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有关退市风险
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规定进行逐条自查，具体请见（二）与相关规则对照情
况、第一项、第二项。公司未触及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2、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但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对其股票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并在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按新规执行，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
警示情形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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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净利润触及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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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2.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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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9,799.46 元，
归属于上市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0,548,2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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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净资产触及本规则 13.2.1 条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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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
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 140,361,986.87 元，2020 年度经审计
的期末净资产为 142,051,055.37 元，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形。
（3）因营业收入触及本规则第 13.2.1 条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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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继续低于一千万元；因审计
意见类型触及本规则第 13.2.1 条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
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
经审计，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83,055,009.25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
入 314,563,718.67 元，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形。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珠海市乐
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0]001687 号)；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0545 号)。
公司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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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形。
（5）因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财务会计报告触及本规则 13.2.1 条第（五）项
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在两个月内仍未按要求改正其财务
会计报告；

公司不存在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记载，被中国证监会
责令改正但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且公司股票已停牌两个月的情形。
（6）因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触及本规则 13.2.1 条
第（六）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在两个月内仍未披露年
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
公司不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且公司股票已停
牌两个月的情形。
（7）因欺诈发行触及本规则 13.2.1 条第（七）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
公司不存在因欺诈发行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欺诈发行罪被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
（8）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触及本规则 13.2.1 条第（八）项规定情形，其股
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
公司不存在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违规
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
（9）因股权分布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触及本规则 13.2.1 条第（九）项规定情
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在六个月内其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
件；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200,000,000 股，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高于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公司不存在因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
（10）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
截至目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200,000,000 元，不存在因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
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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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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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有关退市风险
警示规定进行逐条自查，具体请见（二）与相关规则对照情况、第二项；公司未
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具体请见（二）与相关规则对照情况、第三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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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有关其他风险
警示情形规定进行逐条自查，具体请见（二）与相关规则对照情况、第一项。公
司未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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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证
上〔2020〕1294 号）第四项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4.1.1 条规定，公司未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也未触及暂停上市的情形，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三）审批流程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交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三、公司申请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公司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同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3 月 22 日开市起停牌 1 天，2021 年 3 月 23 日开
市起恢复交易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简称将由“*ST 乐通”变更为“乐通 股份”；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002319”；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由 5%恢复为 10%。
四、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