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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停牌、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全资子公

司重整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以下

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8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因重整事项停牌，直至法院作出相关裁定后公司将根据具

体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根据裁定批准的泸天化股份重整计划，泸州中院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泸天化

股份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部分股票分配至泸天化股份债

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以清偿部分债务。本次分配至上述债权人的股票

共计 117,601,506 股，涉及债权人共计 24 家。 

 根据裁定批准的和宁公司重整计划及泸天化股份重整计划，泸

州中院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将泸天化股份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部分股票

分配至和宁公司债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以清偿部分债务。本次分配至

上述债权人的股票共计 110,104,771 股，涉及债权人共计 73 家。 

 上述股票分配完成后，持有公司股票数量前十名的账户将发生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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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尚未届满，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如果

重整计划执行未能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完成，则公司将存在因重整计划

执行不能导致重整失败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重整计划执行进展及重整进展 

（一）公司的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 

2017 年 12 月 13 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泸

州中院”）裁定受理对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天化

股份”、“公司”）的重整申请。2018 年 6 月 29 日，泸州中院裁定批

准《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泸天化股份重

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裁定批准的泸天化股份重整计划，泸州中院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泸天化股份

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部分股票分配至泸天化股份债权人

指定的证券账户以清偿部分债务。本次分配至上述债权人的股票共计

117,601,506 股，涉及债权人共计 24 家。  

截止目前，公司仍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二）全资子公司和宁公司的重整进展情况 

2017 年 12 月 14 日，泸州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

和宁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宁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泸州

中院已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依法作出（2017）川 05 破 4 号之三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

“和宁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和宁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裁定批准的和宁公司重整计划及泸天化股份重整计划，泸州

中院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将泸天化股份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部分股票分

配至和宁公司债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以清偿部分债务。本次分配至上

述债权人的股票共计 110,104,771 股，涉及债权人共计 73 家。 

截至目前，和宁公司仍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各项工作正有序

推进。 

二、持有公司股票数量前十名的账户变动情况 

上述股票分配完成后，持有公司股票数量前十名的账户将发生变

动，变动情况如下表： 

排

名 

变动前 
排

名 

变动后 

持股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持股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1 

四川泸天化股份

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 

874,801,473 55.79% 1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647,095,196 41.27% 

2 
泸州市工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115,000,000 7.33% 2 

泸州市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115,000,000 7.33% 

3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泸州分行 
86,365,080 5.51%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泸州分行 
86,365,080 5.51% 

4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

省分行 

60,544,681 3.86%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省分

行 

68,156,649 4.35% 

5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 
52,758,377 3.36%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回族

自治区分行 

61,771,398 3.94% 

6 
成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45,961,943 2.93%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锦江支行 
57,335,700 3.66% 

7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泸州

分行 

23,552,463 1.50%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 
52,758,377 3.36% 

8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泸州
17,477,786 1.11%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夏回族自治
48,591,214 3.10% 



排

名 

变动前 
排

名 

变动后 

持股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持股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纳溪支行 区分行 

9 
天津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14,166,325 0.90%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泸州分行 
47,230,459 3.01% 

10 

泸天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企业财产处置

专用账户 

13,047,629 0.83% 10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45,961,943 2.93% 

上述持有公司股票前十名账户中的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是公司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泸天化股份

重整计划的规定而开立的临时账户。 

上述持有公司股票前十名变动前的账户中的泸天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天化集团”）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是

泸天化集团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泸天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的规定而开立的临时账户。 

三、停牌期间的工作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推进重整的各项工作，密

切关注重整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整事项的进展

情况。 

四、风险提示 

（一）股票停牌后无交易机会的风险 

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8 条的规定，公司可以在法院作出

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裁定时向交易所提出复牌申请。根据公司披露的

2017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净资产



也为负值，若其后首个会计年度（即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

为负值或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同时本次重整停牌至公司 2018 年年

度报告披露日仍未复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1

条第（一）项、（二）项的规定，在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后十五个

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若公司股票被暂停上

市，暂停上市后的下一会计年度（即 2019 年度报告）不符合交易所

规定的恢复股票上市条件，或者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未被交易所受

理或该申请未获得交易所核准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若公司出

现上述情况公司股票将无交易机会。 

（二）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一）项、第（二）项、14.1.1

条第（一）项、（二）项的规定，根据公司披露的 2017 年年度报告，

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净资产也为负值，若其后

首个会计年度（即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或期末净资

产仍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1 条第（一）

项、（二）项的规定，在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

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 2019 年度）

报告显示扣除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 1000 万元或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能在法定期限内



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4.4.1 条第（一）项

至第（五）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四）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

负债结构，避免连续亏损，但公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

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是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报纸和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