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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2-001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及风险警示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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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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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
（处罚字〔2021〕65 号）
（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
表可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
（三）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目前，公司在对《事先告知书》涉嫌违法的事实和财务数据予以核实，最
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正式决定书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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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开市起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其披露情况触及交易所规定的强制
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10.1.5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两项以上退市
风险警示、终止上市情形的，股票按照先触及先适用的原则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因向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华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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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11
月 4 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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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公司在手可动用货币资金余额约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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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项诉
讼/仲裁案件，案件金额合计约 603,922.07 万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
告涉及的诉讼案件 84 项，案件金额约 577,834.81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
为原告涉及的诉讼案件 7 项，案件金额约 26,087.26 万元。公司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
一、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情况及风险提示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豫
调查字 2020013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公告编号：2020-015）。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事先告知书》，根据《告
知书》查明涉嫌违法的事实，2019 年末虚增净资产 18.56 亿元，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17.21 亿元，2020 年亏损 12.36 亿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追溯调整后的净资产可能为负，可能触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目前，公司正在
对《告知书》涉嫌违法的事实和财务数据予以核实，公司是否对以前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调整不以此《事先告知书》为依据，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正式决定
书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在收到正式的处罚决定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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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开市
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目前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暂未消除。如公司 2021 年
度财务报表及其披露情况触及交易所规定的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
根据《上市规则》10.1.5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两项以上退市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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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上市情形的，股票按照先触及先适用的原则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终止上市。
二、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1、向河南华晶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存在资金被动流向河南华晶及郭留希先生的情形，公司与牛银萍、张志
军、田园园纠纷案件材料显示资金流向河南华晶及郭留希先生，法院已划扣公司
土地补偿款合计 8,187.95 万元；经梳理，判决材料显示公司起诉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水东路支行划扣公司银行账户资金事项系公司作为保证人为河南华
晶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划扣资金金额为 22,339 万元。
针对上述资金占用，郭留希先生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承诺在 2021 年 11 月
2 日前归还，截至目前占用的资金暂未归还。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涉及资金
占用余额为 30,526.95 万元，公司将全力督促郭留希先生尽快偿还占用资金，解
决资金占用问题。
2、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因诉讼事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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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单，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余额约
21.36 亿元（利息暂计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40.93% 。
公司已委派专人积极与相关债权人进行沟通、协商解决方案，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责任暂未完全解除。
因诉讼事项，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划扣事项公司暂未收到相关执行文书，所
涉诉讼案件暂无法确认。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事先告知书》，郭留希先生及
其关联方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分别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均为当年
新增占用金额）137,331,793.14 元、601,088,154.11 元、2,162,085,250.84 元、
268,980,823.45 元，占当年披露的净资产比例分别为 2.07%、8.79%、31.01%、
14.92%；2016 年至 2019 年，公司为郭留希先生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及对外提
供担保合计 34 笔，合计金额 4,131,974,406.12 元。目前公司正在对相关事项进
行核实，关于违规担保、河南华晶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具体金额最终以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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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或证监会最终调查结果决定为准。
三、关于公司立案调查期间及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及董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持续督促河南华晶及郭留希
先生及其关联方尽快履行清偿债务，妥善处理并尽快解决上述违规事项。针对资
金占用，郭留希先生全力通过采取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尽快继续归还上述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积极履行还款义务，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另，针对违规担保事项，公司及董事会持续与相关方协商，敦促相关方尽快通过
有效途径偿还借款、消除公司担保责任。
公司认真落实并实施内部控制整改措施，持续对未经审议的对外担保、资金
占用等风险事项进行内部排查和梳理，完善财务管理、印章管理、对外担保管理
等内部控制措施，强化执行力度，保障公司规范运作。
四、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公司在手可动用货币资金余额约 1600 万元；近
年来部分合作银行、非银金融机构存在断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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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项
诉讼/仲裁案件，案件金额合计约为 603,922.07 万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
为被告涉及的诉讼案件 84 项，案件金额约为 577,834.81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案件 7 项，案件金额约为 26,087.26 万元。公司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
2、截至 2021 年第三季度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1,208.68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生产经营。根据《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进展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公司将按照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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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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