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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出现异常波动，上市公司市值缩水严重，大量投资者蒙受损失。 为稳定

当前市场环境，增强投资者信心，经甘肃省上市公司协会倡议，甘肃上市公司联合声明如下：

1

、我们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机构最新规则，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积

极采取公司回购、大股东增持、员工持股、高管暂停减持等措施，稳定公司股价，加强市值管

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不实

传言，为投资者提供可靠的投资决策依据；我们将持续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互

信，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3

、我们将始终坚持诚信经营、规范运作，着力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认真做好企业创

新发展，努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真实稳定的业绩回报投资者。

4

、我们将努力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加大分红力度，倡导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共同

分享上市公司发展成果。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坚决支持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以实际行动

切实维护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

甘肃上市公司关于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联合声明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0日

声明公司：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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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助推经济改革和发展，黑龙江上市公司协会全体会员单位联合倡议：

一、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积极采取大股东增持、董监高

增持、公司回购股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等具体措施，维护公司股价，切实维

护股东利益。

二、采用多种方式积极与投资者沟通，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增强投资者信心。

三、坚持合法、规范经营，不断提升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水平，以真实稳定的

业绩回报投资者。

四、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为投资者提供科学、实用、可靠的投资决策

依据。

我们坚信中国经济一定会长期稳定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为改革和经济

繁荣提供强大推动力，我们将努力践行各项责任，回报广大投资者！

黑龙江上市公司协会全体会员

关于共同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联合倡议

201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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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单位如下:

■ “新三板” 动态

中国宝安拟控股艾瑞福斯特

自宣布转型以来， 中国宝安频频在新材料和军工领域进行资

产并购，最新动作是拟出资5000多万元控股艾瑞福斯特（北京）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为旗下军工、新材料板块再添一军。

艾瑞福斯特主要从事军工级高性能铝合金粉末材料及制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拥有目前国内唯一一条铝合金真空雾化快凝粉

末生产线。 中国宝安已与交易对方签署投资合作协议， 拟投资

5440万元取得艾瑞福斯特80%股权。

公司称， 控股艾瑞福斯特， 一是看好军工产业良好的发

展前景，二是看中对方掌握的铝基复合材料及制件的核心技

术。 （张昊）

中石化控股股东两天累计增持7200万股

□

本报记者 汪珺

继7月8日控股股东增持股份公司4600

万股后，9日晚中国石化公告称， 控股股东

中国石化集团当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以买入方式再次增持股

份公司A股2600万股。 至此，中国石化集团

两天累计增持7200万股， 约占股份公司已

发行总股份的0.06%。

本次增持前， 中国石化集团直接和间

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86,273,821,

101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71.26%；

本次增持后， 中国石化集团直接和间接持

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86,345,821,101股，

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71.32%。 中国石

化集团同时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副总裁、 董秘黄

文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作为控股

股东， 中国石化集团连续两天合计增持

股份公司A股7200万股， 并承诺在其后

为期一年的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这既体现了

国企维护股市稳定的自觉担当， 也显示

出控股股东对中国石化股份公司的未来

发展充满信心。

他认为， 投资者应对资本市场有敬畏

心态。 一方面，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需要借

力资本市场；反过来，良好的企业发展也会

给资本市场的稳定、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我们对企业的发展和价值充满信心，

中国石化二季度业绩表现靓丽， 预计净利

润环比增长1000%以上。 大股东连续两天

增持，以及不减持的承诺，已经向市场传递

出这样的信心。 ”

中国石化8日发布二季度业绩预告，预

计2015年第二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环比增长1000%以上。 一季度中国

石化实现归属净利润16.85亿元, 据此测

算, 第二季度中国石化实现归属净利润在

170亿元以上。

海通证券认为， 中石化作为央企混

改的排头兵，以销售公司为突破口，引入

民营及社会资本， 提升经营效率与效益。

随着资金到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销

售公司非油品业务有望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 中石化集团旗下上市公司的整合

思路是“专业化分工、专业化上市” 。 在

此思路指引下， 集团下属多家公司已完

成资产重组整合动作。 随着行业改革步

伐的加快， 其余公司的改革进展也值得

关注。

七星科技筹划洽购小贷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七星科技（430746）正在筹划并积

极洽谈收购小额贷款公司和规划设计院， 以控制项目垫资风

险，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增强工程规划设计能力，完善公司的产

业链。

七星科技的战略定位是成为建筑行业全产业链服务商。 围

绕这一目标，公司积极整合、完善产业链，先后控股德峰联众设

备安装有限公司， 全资收购山东嘉元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新疆益友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李香才）

东方海洋上半年净利增16%

东方海洋7月9日晚披露2015年半年报。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3.39亿元，同比增长12.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1.10万元，同比增长16.14%；基本每股收益0.16元。

公司表示，公司按照半年度工作目标，以效益为中心，以科技

人才为动力，凝心聚力，开拓创新，调结构转方式，有效化解各种风

险，积极妥善应对复杂多变的经营局面以及竞争激烈的市场形势，

较好地实现了半年度经营目标。

公司预计，2015年1-9月净利润为3743.11万元至4491.73万

元，同比增长0%-20%。 （欧阳春香）

上市公司集中推出稳定股价措施

□

本报记者 傅嘉

7月9日晚，A股上市公司总动员，纷纷

公告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以响应监管层

关于开展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工作的要求。

随着资本市场回暖， 宣布复牌公司家数开

始增多。

集体发声稳定股价

监管层发出关于开展维护公司股价稳

定的工作通知， 要求各上市公司结合实际

情况，制定包括但不限于大股东增持、董监

高增持、公司回购股份、员工持股计划、股

权激励等维护公司股价的具体方案。

监管层提出，针对近6个月内有减持行

为的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人员， 应主动增

持公司股票；存在违规减持的，应主动增持

且增持比例不低于原违规减持金额的股

票，鼓励公司采取积极态度自查自纠。

根据要求， 公司股票价格连续十个交

易日内累计跌幅超过30%的， 必须于通知

发布之日后两日内公告维护股价稳定的具

体方案。各上市公司7月10日下午16点之前

要将稳定股价情况上报。

7月9日晚间，A股上市公司几乎倾巢

出动， 纷纷披露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措施

的公告。 公告基本都包含如下信息：董事

长个人增持公司股份、 或者董监高以个

人名义或成立资管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并表达在规定期内不实施减持行为，还

有回购股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等

多种方案。

如海普瑞表示， 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

期间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 结合公司

经营状况和每股净资产值， 在回购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回购股份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30.17� 元/股的条件下，若全额

回购， 预计可回购股份不少于3,315万股，

占本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4.1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另外，公司控股

股东深圳乐仁计划于公司股票复牌后3个

月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

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深圳乐仁承诺本次

增持股票在增持实施期间、 法定期限内及

增持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多重利好并举齐下

除“规定动作” 之外，不少上市公司及

相关利益方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提出其他

各种各样的利好措施。

如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CEC）发

出声明，为旗下深科技、深桑达、长城电脑、

中电广通等上市公司提供支持。CEC表示，

在股市异常波动时期， 不减持所控股上市

公司股票；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积

极探索采取回购、增持等措施，加大对股价

严重偏离其价值的上市公司股票的增持力

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继续采取资产重

组、培育注资等方式，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 支持所控股上市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和

结构调整力度， 建立健全投资回报长效机

制，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

人福医药、 西藏天路等企业则宣布以

召开投资者网上交流会的形式和投资者交

流。人福医药公告称，为使投资者更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利润分

配、员工持股计划等情况，公司将于2015

年7月13日举行 “人福医药投资者网络说

明会” 。

大华股份控股股东等在取消减持计

划的同时提出了新的增持计划。 公司公告

称，公司于7月9日收到控股股东傅利泉及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傅利泉

决定终止于2015年5月7日披露的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的减持额度不再实施。 与此

同时，傅利泉将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于近期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傅利泉拟

增持不少于其2015年上半年累计减持股

票金额的20%，其他董事、高管拟增持不

少于其2015年上半年累计减持股票金额

的10%。

还有些公司同时释放出业务上的利

好。如华丽家族公告称，旗下北京南江空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加紧推进临近空间

飞行器的样机研制工作，计划9月份在内蒙

开展飞行试验；杭州南江机器人iAGV产品

将于2015年内初步实现销售； 重庆墨希科

技有限公司的第二代单层石墨烯薄膜实施

方案已中标工业与信息化部工业强基项目

并获得1000万元资金支持。

停牌公司开始复牌

随着市场的回暖， 前期停牌的公司也

开始纷纷宣布复牌。

海信电器前期拟发布关于电视产品技

术和产业升级的重大信息而停牌，公司9日

晚公司称， 相关检测表明，ULED技术带来

的画质提升完全可以媲美OLED技术，但

价格却只有同类产品的1/4。 ULED产品技

术和产业规模的持续升级， 将成为公司未

来规模和业绩的重要支撑。 公司将于10日

公告并复牌。

海南航空也公告称， 大股东大新华航

空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

（自首次增持日起算）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对公司股

份进行增持，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

发行总股份的2%。 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7

月10日起复牌。

金瑞矿业则表示，停牌期间，公司与控

股股东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其所属

煤炭业务进行整合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分

析。 由于青投集团现有的煤炭业务资产状

况、 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都不具备整合的

条件， 公司收购该项煤炭业务的条件尚不

成熟，不符合继续停牌的有关规定，公司暂

停该重大事项的筹划。根据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于2015年7月10日复牌。

中安消推出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7月9日晚，中安消披露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此次员

工持股计划，员工出资总额上限为2000万元，将委托国金证券成

立国金中安消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进行管理。

参加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总人数为18人，主要来自中安消股

份、香港中安消、卫安公司等。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

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国金中安消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主要投资范围为购买和持

有公司股票，其份额上限为1.2亿份，按照4:1:1设立优先级A、中

间级B和风险级C。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将全额认购国金中

安消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级C份额。 公司董事长涂国身出

资不超过2000万认购国金中安消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间级B

份额。（徐金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