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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以来资金净流入居前的部分重组概念股

上半年并购交易

规模大增

□

本报记者 官平

机构数据显示， 上半年涉及中

国企业的并购交易总额高达3053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1.6%。

业内人士表示， 自去年以来监管部

门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企业

进行兼并重组， 这是目前并购交易

较为活跃的重要原因。

并购活动井喷

机构监测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

年涉及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总额达

3053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61.6%， 创出同期交易总额的最高

纪录。 2015年二季度，已公布的涉

及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总额达

1766亿美元，环比增长37.2%，同比

增长44.9%。

上述数据显示， 中国境内的并

购交易总额达到2327亿美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了67.8%。 二季度，中国

境内并购交易总额亦升至1538亿

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环比增长

95%，同比增长62%。

近期，宏达新材拟以87.79亿美

元的对价收购分众多媒体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该交易

如能实施可能使上半年中国高科技

行业并购总额创下582亿美元新

高，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93%。 相

比之下， 去年并购交易总额最高的

金融行业， 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较

去年同期的 561亿美元下降了

16.2%，至470亿美元。 业内人士表

示， 上市公司进行并购重组具有特

殊的优势， 可以用定向增发股票或

者换股的方式进行收购。

政策环境优化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监管部

门对企业兼并重组取消了一系列行

政审批， 是目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活跃、A股市场成为我国资源配置

重要平台的一大政策动力。

在过去一年中，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的政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从

国务院到证监会推出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 相对IPO程序而言， 当前

通过并购重组进入资本市场的程

序更加简洁，耗时更短。 新的并购

重组政策提升了并购市场的活跃

度。 A股市场的并购案例金额不断

刷新纪录，金额超过10亿的案例也

不罕见。

业内人士表示， 对上市公司来

说， 定向增发不光是资产并购重组

最好的工具， 也是股价最显著的推

动因素之一。 一些公司为了更快更

好地收购资产， 有明确做大市值的

需求， 不少上市公司股价就此扶摇

直上。

一些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也非常重视。据悉，浙江省政府

17日召开全省资本市场发展暨推

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大会。 浙江省

省长李强强调， 上市公司要充分发

挥龙头带动作用， 成为浙江创新驱

动和产业升级的主力军。 要大力实

施上市公司带动战略， 推动更多企

业上市， 推动更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进一步做优做强。

市场震荡加剧

并购题材需精耕细作

□本报记者 叶涛

今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活动如火如荼， 目前因重大资产重组

而停牌的上市公司数量达百余家。 上

周以来沪深两市剧烈回调， 不少投资

者将布局方向瞄准并购重组题材，试

图借公司层面利好对冲风险。 分析人

士认为， 投资者介入并购重组概念股

风险不容小觑。 一来标的公司基本面

千差万别，行业景气度各不相同，兼并

重组背后并不总是“香饽饽” ；二来由

于投资者普遍对此类题材预期较高，

重组公告发布后相关股票往往快速冲

高， 利好兑现后又容易遭到获利筹码

派发，急涨急跌波动风险较大。受金融

机构半年考核、两融杠杆去化、产业资

本套现等因素影响， 市场流动性状况

有所收窄， 技术调整压力加剧了市场

波动，投资者切莫固守老逻辑，布局并

购重组题材时还需擦亮眼睛， 精耕细

作，有的放矢。

资金集中炒作

伴随公司并购重组消息传出，标

的公司股价常常出现连续大幅上涨乃

至连续涨停。 近期，以中国南车、中国

北车合并案例最具代表性。

自去年下半年合并消息出炉，这

两家公司股价就如同坐上 “直升飞

机” 进入连续涨停通道，其股票获得

投资者疯狂追捧。 随着合并步骤有序

推进， 每一次新的消息面变动都能激

起一轮资金追逐热潮， 形成一波新的

上升行情，甚至被投资者戏称为“中

国神车” 。 最高时，中国中车股价曾达

39.47元/股。与此同时，涨幅过于脱离

基本面带来的风险也在快速积聚。 6

月8日复牌后，中国中车先是“一” 字

涨停，次日便掉头向下，一路狂跌，至

昨日收盘时报21.21元，不少追高投资

者被套。

分析人士认为， 作为国资改革战

略的重要“试验田” ，南北车合并能带

来中长期利好，资产质量、竞争力提升

不言而喻， 但市场过度炒作令风险积

聚。反过来看，这也加重了投资者操作

此类题材时的短线博弈心理， 更易形

成暴涨暴跌，令风险进一步凸显。一周

来A股剧烈震荡， 重组概念指数区间

下跌6.12%，远超4.04%的同期沪综指

下跌幅度。昨日两市强劲反弹，但重组

板块依然有22只成分股逆势下跌，其

中2只股票跌停。 可见，押宝并购题材

并非能一劳永逸。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以寻求业务转

型升级、借壳上市、盘活资产、优势互

补壮大实力等为目的， 但分析人士指

出，当下市场还有一种假并购、真炒作

的股票， 顶着并购重组的光环行拉高

出货之实，投资者不加以分辨、盲目投

资，阴沟“翻船” 绝不是戏言。

警惕并购风险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不少能耗高、

附加值低的传统产业上市公司， 通过

并购重组获得新生的案例的确不少，

以此为契机切入更具发展前景的高新

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令企业核心

竞争力和业绩水平再上台阶， 但重组

失败例子也应该为投资者所重视。

相关资料显示，2015年以来，A股

有数十家公司并购重组失败。 从失败

原因看， 有的公司是因为相关手续不

齐备、承诺资产注入未兑现、被监管层

叫停、拟购入标的出现变故、关键事宜

未能达成一致等，但归根到底，标的资

产质量不高、盈利能力差是核心因素。

这些公司重组失败后， 高价介入的投

资者容易遭遇亏损。

Wind数据显示，6月以来， 多家

公司发布终止重大事项公告， 仅6月

22日就有欣太电气、亚夏汽车、跃岭

股份等多家公司表示终止资产重组。

重组希望落空，股价自然下跌。

此外， 不少公司一年时间内多次

尝试进行并购重组，如天神娱乐、艾派

克两家公司最为频繁， 期间分别进行

了三次并购。 自2008年以来，万好万

家经历过4次重组搁浅，直到今年6月

中旬才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

分析人士认为， 对于具备重组概

念的上市公司， 偏好并购题材的投资

者可以重点关注。 如果公司基本面存

在问题、 并购后有可能依然前景堪忧

的，应坚决摈弃或保持回避；如果公司

资产质量较高、 仅因为偶然因素导致

重组失败的，可保持关注。 总体上，投

资者应多保持一份警惕， 透过表象辨

明并购重组的实质效果。

重组“黑天鹅”频现 押宝游戏警报长鸣

本报记者 官平

去年以来，资金热炒重组概念股，一些重组“夭折”的股票甚至也遭到爆炒，停牌-复牌-上涨的“停复涨”现象普遍存在。 然而，近期A股出现调整，市场上“黑天鹅”开始群飞，并购重组“押宝游戏”似乎再难延续。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截至6月24日，5月、6月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上市公司多达38家。 分析人士认为，在市场出现剧烈震荡时，投资者应谨慎甄别重组概念股，盲目跟风参与并购重组“押宝游戏”不可取。

重组终止案例频现

经过梳理可以看出，部分上市公司从停牌到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复牌，间隔时间均非常短，有的仅三个交易日。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则各有说辞。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火线停牌”给公司股价提供了空间，即便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也说明了公司重组的愿望，一些投资者并不解读为利空。

兴业证券在近期的策略报告中提出，寻找并购重组失败的“折翼天使” 。 除了PE/VC式投资外，还可以将目光集中在已公告并购重组失败或未通过证监会审核的标的。 这样能大大提高并购重组股定位的“精准度” ，同时节约了长时间在一只股票中埋伏等待的成本，从而更有的放矢的捕捉并购重组投资机会。 这些重组失败的公司已明确显露了公司的并购重组意图，后续再次启动资本运作的概率较高。

实际上，近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上市公司开始增多，停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5月以来，两市近40家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以6月9日开始停牌的欣泰电气为例，公司在停牌前一日晚上公告称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而6月23日公司便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公司解释称，停牌期间公司与交易对方对部分核心内容未能全部达成一致意见，遂决定终止资产重组。

无独有偶，6月5日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的希努尔称，因交易双方在核心交易条款上存在分歧，最终双方仍未能就有关合作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今年3月份开始停牌的罗顿发展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三个月后也踩了刹车。 对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罗顿发展公告称，因公司与相关重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估值存在较大分歧，以及标的资产股东方对本次股权转让不持有一致意见。

南通锻压董事会于2月13日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但6月6日宣布终止上述事项。 南通锻压表示，公司在重组推进过程中，经进一步沟通，交易各方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战略规划及经营模式等涉及重组后公司整体后续发展定位关键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此次重组难以实现“1+1>2”的效果。

遭调查公司风险较高

分析人士指出，去年以来，上市公司资产并购重组热度快速上升。 公司终止资产重组，或是因为交易方存在潜在问题，自身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因而选择放弃重组；或是因为上市公司本身存在问题，在注册制越来越近的预期下，拟借壳的公司不愿承担上市公司已有的风险，宁愿等待注册制到来之后直接上市。 此外，收购标的业绩不能满足要求，借收购炒概念，股价波动时双方条件谈不拢也是上市公司选择终止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

分析人士认为，投资者应注意的是，一些公司在“火线停牌重组”之际，还在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此类公司的股票尤其可能遭到抛售。

去年11月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金亚科技便是一例。 公司于6月11日发布暂时撤回重组公告，并称“因公司及控股股东周旭辉先生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09号）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已于2015年6月10日暂时撤回重组申请文件。 ”公司股票在复牌后两个交易日连续跌停。

亚太实业5月19日发布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6月5日，同样因涉嫌信批违法违规，亚太实业公告称，已收到海南证监局立案调查通知，公司同期发布了存在被实施退市、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此外，宏达新材也存在被实施退市、暂停上市的风险。 于2014年12月10日起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宏达新材正面临“变局” 。 公司公告称，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朱德洪当天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因宏达新材涉嫌信批违法违规、朱德洪涉嫌违反证券业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朱德洪予以立案调查。

谨慎甄别重组概念股

分析人士表示，在监管部门严厉查处信批违法违规的背景下，“问题重组概念股”遭遇阻击，投资者应对重组概念股进行甄别，盲目跟风炒作可能最后吃一嘴毛。 当然，并非所有公司的重组终止后都面临糟糕的结局。 一些上市公司在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之后发布了“弥补措施” ，比如试图通过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手段来对冲重组终止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今年1月13日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金鹰股份便是如此。 在5月30日发布终止公告的同时，公司发布了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告。 该公司股票自6月15日复牌后，截至6月23日，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 目前，包括亚夏汽车、万通地产、浪潮软件、熊猫金控等多家上市公司均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 其中，亚夏汽车、浪潮软件、熊猫金控等上市公司股票在复牌后均涨停。

业内人士指出，个别重组失败概念股之所以股价表现良好，一方面是由于牛市环境下长时间停牌的补涨逻辑；另一方面，这些股票复牌后的上涨很多是由于之前市场对公司的资本运作意图存在预期差，停牌重组暴露了公司的意图，资本运作终止后市场认识到相应标的的重组潜力和预期，资金提前涌入进行布局。

不过，专家提醒投资者，在牛市中，上市公司动作频繁，股权变更、定向增发、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加速推进。 并购重组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均是上市公司外延式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些方式也被市场及投资者广泛认可，但投资者需要警惕的是，随着监管强化，一些上市公司背后的问题可能拖累其并购重组进程，进而演变成真正的“黑天鹅” ，最终导致投资者面临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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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甄别重组概念股

分析人士表示， 在监管部门严厉查处信披违法违规

的背景下，“问题重组概念股” 遭遇阻击，投资者应对重

组概念股进行甄别，盲目跟风炒作可能最后吃一嘴毛。当

然，并非所有公司的重组终止后都面临糟糕的结局。一些

上市公司在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之后发布了“弥补措施” ，

比如试图通过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手段来对冲重组终

止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今年1月13日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金鹰股份便

是如此。 在5月30日发布终止公告的同时，公司发布了筹

划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告。 该公司股票自6月15日复牌

后，截至6月23日，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 目前，包括亚夏

汽车、万通地产、浪潮软件、熊猫金控等多家上市公司均

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其中，亚夏汽车、浪潮软件、

熊猫金控等上市公司股票在复牌后均涨停。

业内人士指出， 个别重组失败概念股之所以股价表

现良好， 一方面是由于牛市环境下长时间停牌的补涨逻

辑；另一方面，这些股票复牌后的上涨很多是由于之前市

场对公司的资本运作意图存在预期差， 停牌重组暴露了

公司的意图， 资本运作终止后市场认识到相应标的的重

组潜力和预期，资金提前涌入进行布局。

不过，专家提醒投资者，在牛市中，上市公司动作

频繁，股权变更、定向增发、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加速

推进。 并购重组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均是上市公司外

延式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些方式也被市场及投资者广

泛认可，但投资者需要警惕的是，随着监管强化，一些

上市公司背后的问题可能拖累其并购重组进程，进而

演变成真正的“黑天鹅” ，最终导致投资者面临巨大

风险。

重组“黑天鹅” 频现 押宝游戏警报长鸣

□

本报记者 官平

去年以来，资金热炒重组概念股，一些重组“夭折”的股票也遭到爆炒，停牌-

复牌-上涨的“停复涨”现象普遍存在。然而，近期A股出现调整，市场上“黑天鹅”开

始群飞，并购重组“押宝游戏”似乎再难延续。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截至6月24

日，5月、6月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上市公司多达38家。 分析人士认为，在市场出

现剧烈震荡时，投资者应谨慎甄别重组概念股，盲目跟风参与并购重组“押宝游戏”

不可取。

重组终止案例频现

经过梳理可以看出， 部分上市公司从停牌到终止重

大资产重组复牌， 间隔时间均非常短， 有的仅三个交易

日。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则各有说辞。 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火线停牌” 给公司股价提供了空间，即便终止

重大资产重组，也说明了公司重组的愿望，一些投资者并

不解读为利空。

兴业证券在近期的策略报告中提出，寻找并购重组失

败的“折翼天使” 。 除了PE/VC式投资外，还可以将目光集

中在已公告并购重组失败或未通过证监会审核的标的。 这

样能大大提高并购重组股定位的“精准度” ，同时节约了长

时间在一只股票中埋伏等待的成本， 从而更有的放矢的捕

捉并购重组投资机会。 这些重组失败的公司已明确显露了

公司的并购重组意图，后续再次启动资本运作的概率较高。

实际上， 近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上市公司开

始增多，停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据中

国证券报记者统计，5月以来，两市近40家上市公司宣布

终止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以6月9日开始停牌的欣泰电气为例，公司在停牌前

一日晚上公告称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而6月23日公司便

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公司解释称，停牌期间公司

与交易对方对部分核心内容未能全部达成一致意见，遂

决定终止资产重组。

无独有偶，6月5日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的希

努尔称，因交易双方在核心交易条款上存在分歧，最终双

方仍未能就有关合作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今年3月份开始停牌的罗顿发展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三个月后也踩了刹车。对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罗

顿发展公告称， 因公司与相关重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标的资产的估值存在较大分歧， 以及标的资产股东方

对本次股权转让不持有一致意见。

南通锻压董事会于2月13日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议案，但6月6日宣布终止上述事项。 南通锻压

表示，公司在重组推进过程中，经进一步沟通，交易各方

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战略规划及经营模式等涉及重组

后公司整体后续发展定位关键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此

次重组难以实现“1+1>2”的效果。

遭调查公司风险较高

分析人士指出，去年以来，上市公司资产并购重组热

度快速上升。公司终止资产重组，或是因为交易方存在潜

在问题， 自身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 因而选择放弃重

组；或是因为上市公司本身存在问题，在注册制越来越近

的预期下，拟借壳的公司不愿承担上市公司已有的风险，

宁愿等待注册制到来之后直接上市。此外，收购标的业绩

不能满足要求，借收购炒概念，股价波动时双方条件谈不

拢也是上市公司选择终止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

分析人士认为，投资者应注意的是，一些公司在“火

线停牌重组” 之际，还在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此类公司的

股票尤其可能遭到抛售。

去年11月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金亚科技便是

一例。 公司于6月11日发布暂时撤回重组公告，并称“因

公司及控股股东周旭辉先生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

书》。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109号）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已于2015年6月10

日暂时撤回重组申请文件。 ” 公司股票在复牌后两个交

易日连续跌停。

亚太实业5月19日发布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

牌公告，6月5日，同样因涉嫌信披违法违规，亚太实业公

告称，已收到海南证监局立案调查通知，公司同期发布了

存在被实施退市、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此外， 宏达新材也存在被实施退市、 暂停上市的风

险。于2014年12月10日起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宏达新材正面临“变局” 。 公司公告称，公司及实际控制

人朱德洪当天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宏

达新材涉嫌信披违法违规、 朱德洪涉嫌违反证券业相关

法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朱德洪予以立案调查。

今年以来重组概念板块指数走势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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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最新股价

（元）

市盈率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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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净率PB

区间涨跌幅

（%）

000989.SZ

九芝堂

0.54 39.90 48.52 7.20 -14.40

300241.SZ

瑞丰光电

0.38 20.92 181.66 7.32 53.37

300131.SZ

英唐智控

0.31 32.03 586.73 25.57 -3.03

002366.SZ

丹甫股份

0.30 84.41 364.86 15.22 -12.16

300013.SZ

新宁物流

0.26 35.49 916.11 18.79 -17.85

300165.SZ

天瑞仪器

0.00 47.69 223.60 7.55 0.00

002329.SZ

皇氏集团

0.00 69.48 241.70 11.93 0.00

600623.SH

双钱股份

0.00 38.80 185.00 11.48 0.00

600984.SH *ST

建机

-0.04 13.85 -24.79 5.84 -9.77

600234.SH

山水文化

-0.06 33.25 -365.92 128.46 -1.89

600455.SH

博通股份

-0.08 61.82 486.96 29.07 -9.51

300319.SZ

麦捷科技

-0.11 39.38 200.95 16.28 1.42

600629.SH

棱光实业

-0.12 35.98 3006.43 16.03 -14.35

002074.SZ

东源电器

-0.12 31.39 749.99 5.89 -10.52

000011.SZ

深物业

A -0.13 18.17 27.76 5.57 -6.48

000018.SZ

中冠

A -0.14 41.10 1378.02 53.09 -18.06

600476.SH

湘邮科技

-0.15 45.91 1021.72 32.66 7.02

000638.SZ

万方发展

-0.16 26.84 5107.53 36.09 -18.94

002112.SZ

三变科技

-0.16 23.72 329.36 10.00 -9.98

000972.SZ

新中基

-0.18 15.02 1267.96 10.14 11.18

600758.SH

红阳能源

-0.22 20.28 329.22 12.06 -12.09

600444.SH *ST

国通

-0.25 26.80 -154.00 -101.85 -19.86

300317.SZ

珈伟股份

-0.25 41.96 -6655.37 9.94 -21.13

600679.SH

金山开发

-0.26 25.92 200.33 13.00 1.85

000695.SZ

滨海能源

-0.29 29.25 1661.82 19.84 2.78

600146.SH

大元股份

-0.33 33.30 431.97 45.62 -7.78

600393.SH

东华实业

-0.35 17.61 77.50 5.44 3.53

002134.SZ

天津普林

-0.37 15.96 455.07 6.97 -19.80

300290.SZ

荣科科技

-0.42 52.32 124.05 16.71 -10.70

300023.SZ

宝德股份

-0.48 42.39 257.30 11.19 -18.06

002581.SZ

万昌科技

-0.50 132.01 226.35 23.93 -5.63

46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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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15-039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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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受让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控股子公司

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技术公司” ）截止2014年12月31日采用收益法评

估的净资产值为定价参考依据，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9150万元受让何绍军、方世毕、杨建丰、陈早明、

杨辉、李建华、刘梅、杨清平、许渊、熊同军、杨鑫峰、张华、符晓丹、李清美、余宏斌、龙建明等共16位自然

人股东持有的上海技术公司915万元出资额（5.72%股权），详细内容请见刊登在 2015�年6�月9�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受让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股东

权益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目前，上海技术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换发

的《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 册 号：310228001017543

名 称：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 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大道5158号

法定代表人：方世毕

注册资本：人民币160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7年5月22日

营业期限：2007年5月22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从事“防水、防腐、保温材料” 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防水材料（防水卷材、防水涂

料）制造销售（除危险品），防水防腐材料，保温材料销售，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3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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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3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0），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项，公司自6月3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30个自然日，即承诺

争取在2015年7月3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

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

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事项推进情况确

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6月17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41、2015-042），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中介机构正在开展有关尽职调查等工作，公司与相关方正在积极推动

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涉及的各项工作。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

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