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按时披露半年报

8家新三板公司被强制摘牌

本报记者 蒋洁琼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通知，截至10月31日，25家新三板公司未能披露2017年半年度报告，除此前主动申请摘牌、涉嫌存在违规等事项的公司外，8家公司自11月1日起终止股票挂牌。 对于提交了终止挂牌申请的公司，审查程序完成后将发布终止挂牌公告；涉嫌存在违规及其他待核实事项的公司，相关事项处理完毕后，也将启动终止挂牌程序。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6日，今年以来926家新三板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因未按时披露定期报告等违规行为被处理，同比增长230%。 业内人士表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是决定市场效率的关键环节。 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8家公司遭强制摘牌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通知，截至10月31日，25家公司未能按照规定时间披露2017年半年度报告，包括丝普兰、德马科技、金航股份、华夏未来、诺晟股份、正和生态、ST天智、元道通信、鼎润投资、洁利康、信力康等。

在上述公司中，丝普兰、华夏未来、信力康、世德堂、盈德智能、爱立特、利兴橡胶、纳图电气8家公司于11月1日起终止股票挂牌。

根据相关规定，这8家公司收到终止股票挂牌的决定后应及时披露终止挂牌公告。 11月1日，在上述公司中，5家发布摘牌公告；世德堂、盈德智能、利兴橡胶3家公司因无法出具公告，由主办券商代为发布。

以世德堂为例，中原证券为世德堂的主办券商。 中原证券多次催告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披露定期报告，但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职能力较弱，无法按时提供并披露2017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因无法自行披露摘牌公告，主办券商特此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股票被摘牌。

根据相关公告，本次被摘牌的8家公司存在经营状况不佳、经营存在明显风险、公司高管变动频繁等状况。

以盈德智能为例，公司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03亿元，同比下降29.47%，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179.64万元，同比下降339.12%。

而世德堂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17亿元，同比下降9.02%；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3.3万元，同比下降28.72%；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7.91万元，同比下降87.67%。

此外，丝普兰2016年、2015年分别亏损1071.32万元、980.11万元；华夏未来2016年亏损385.15万元。

利兴橡胶的经营存在明显风险。 公告显示，5月13日，公司厂区发生一起氯气泄露事故。 而主办券商新时代证券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均无法与利兴橡胶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耿怀兴取得联系，同时无法与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及其他管理人员取得联系。 据新时代证券了解，前述生产安全事故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相关管理人员被依法拘留，无法对外联系。

根据公告，6月7日，华夏未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凡、股东北京华夏弘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王子诚合计股份691.5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57.63%）被司法冻结。 经核实，实际控制人方凡仍为失联状态，而股东王子诚回复司法冻结原因不详。 此外，由于未能及时缴纳租金，公司已于2017年9月5日搬离原办公场所。

世德堂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截至2015年底和2016年底，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2832.33万元和3756.57万元，占公司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6.05%和49.24%。 世德堂表示，如果公司未来不能合理控制应收账款的规模并加强账款催收，公司运营资金将趋紧。

有的公司高管变动频繁。 今年6月24日、7月15日，世德堂原监事会主席蔡艳萍、原董秘蒋家敏先后辞职。 8月14日以来，华夏未来监事王劲，董事、副总经理黄荣，股东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孙谦，股东代表监事包林川先后辞职。

部分公司主动申请摘牌

全国股转公司表示，在剩余即将被摘牌的17家公司中，10月31日前已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了终止挂牌申请的公司，全国股转公司将继续履行主动终止挂牌的审查程序，完成审查后发布终止挂牌公告；涉嫌存在违规及其他待核实事项的公司，全国股转公司将在相关事项处理完毕后，启动终止挂牌程序。

上述17家公司包括德马科技、金航股份、诺晟股份、正和生态、ST天智等。 已主动申请终止挂牌的公司中，多数表示因为战略调整的需要。

以德马科技为例，8月8日，公司称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8月26日，披露上述申请被受理的公告。 德马科技表示，本次申请终止挂牌因战略发展规划调整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德马科技今年6月30日才披露2016年年报。 7月1日，公司公告称，因未按期披露2016年年度报告，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对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负责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8月17日，金航股份表示，根据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状况，并配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调整，公司拟终止挂牌。 年报显示，公司2016年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4.88万元，同比下降68.28%。

部分公司涉嫌存在违规及其他待核实事项，情况较为复杂。 以诺晟股份为例，公司9月27日公告称，因未在8月31日前编制并披露半年度报告构成信息披露违规；全国股转系统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对公司董事长肖运勇、信息披露负责人张红青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诺晟股份回复全国股转系统就公司2016年年报经营情况的问询函时称，公司2016年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下降至127.31万元、42.13万元，互联网业务萎缩严重；2016年公司欲转型互联网金融，2017年初转型失败并将亿财网转让，目前公司主要靠关联方无息贷款维持经营。 截至2017年7月，公司今年以来收入几近于无，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仅两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肖运勇持有800万股公司股份因债权纠纷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80%。 2017年5月2日，肖运勇因“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被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新三板监管趋严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6日，今年以来，926家新三板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因未按时披露定期报告等违规行为被处理，同比增长230%。

从违规类型看，425家企业未按时披露定期报告；44家未及时披露公司重大事项；此外，多家公司存在信息披露虚假或严重误导性陈述、业绩预测结果不准确或不及时、未依法履行其他职责等行为。

全国股转公司表示，高度重视挂牌公司的自律监管工作，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

11月1日，全国股转公司披露ST京健康的多次信息披露违规等行为。 ST京健康于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为关联方唐山京东医院等累计提供违规担保4笔，涉及担保金额1.42亿元。 上述对外担保发生时，均未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ST京健康挂牌后，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徐耀东控制的企业先后以不同形式占用挂牌公司5笔资金，构成关联交易，发生时均未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ST京健康在以上4笔对外担保、5笔关联方资金占用发生后，未在两个转让日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4笔因违规对外担保引起的重大诉讼涉及金额共计1.43亿元，每一笔诉讼的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比例均超过10%，均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相关规定，全国股转公司决定，给予ST京健康及徐耀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同时，全国股转公司决定对时任董事会秘书刘通生、财务总监赵艳芳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业内人士表示，市场运作过程实质上是信息处理的过程，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是决定市场效率的关键环节。 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新三板相对“宽进”的市场准入制度、支持小额快速融资的定向发行制度、较高门槛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等，配合严格的监管，有利于增强市场活力、提高市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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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87� �股票简称：海越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81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

甲乙酮装置恢复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

“宁波海越” )于2017年6月25日起对丙烷脱氢装置、异辛烷装置、甲乙酮装置、公用工程及

储运系统进行周期性停工检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7年6月23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装置周期性停工检修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7-048)。

2017年8月1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恢复生产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60)。 宁波海越已根据计划，完成丙烷脱氢装置、异辛烷装置、

公用工程及储运系统的周期性停工检修工作，并2017年8月11日恢复生产。 根据生产经营

安排，甲乙酮装置将继续停工。

现接宁波海越通知，宁波海越目前已完成甲乙酮装置停工检修工作，并于2017年11月

6日恢复生产。

特此公告。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300�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76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超科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2017年9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维维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无锡超科食品有限公司10%股

权的议案》（详见临2017-051号公告）， 并于同日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

议》。 根据协议约定，2017年11月6日，子公司维维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收

到超级大陆私人有限公司支付的全部购买价款的50%， 即人民币32,500,

000.00元。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344�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2017－052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

简称：海宁皮城，证券代码：002344）于2017年11月1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11月1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重

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1)。

该重大事项涉及购买资产，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此次购买资产相关事宜，

但该重大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

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7年11月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抓紧时间与交易对方进行

协商，并自本次停牌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或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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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17-024�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授权以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鉴于公司原5名激励对象辞职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以及因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增长比例低于《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规定的解锁条件等，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共 3,

744,000�股海天味业有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进行回购并注销，并据此修改《公司

章程》有关条款。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披露的《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注销已回购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3）以及于2017年6月30日

披露的《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21）。

2017年11月7日，公司已在广东省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注册资本变更及

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备案的相关登记事项，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2,704,950,700元变更为2,701,206,700元，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270� � � � � � � � � �证券简称：外运发展 编号：临2017-044号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离任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原副董事长张淼先生于2016年4月14日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张淼先生因已到达退休年龄，

于2017年1月20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 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

事、副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临时公告（临2017-003

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淼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050％。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张淼先生拟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

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1,2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2％），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2017年11月7日收到公司原副董事长张淼先生的减持计划告知

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现将有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的基本情况

（一）董事的名称：张淼

（二）董事持有股份的总数量、持股股份的具体来源

董事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所持股份来源

张淼 45,000 0.0050 二级市场买入

（三）董事过去减持股份的情况

在过去12个月内，张淼先生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

张淼先生于2013年8月30日以市场价格减持公司股份15,000股， 该次

减持价格为9.66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临时公告（临2013-023号）。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来源、数量、减持期间、价格区间等具体安排

1、计划减持数量及比例

董事名称 所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数量

（不超过）（股）

拟减持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拟减持数量占其

持股数量的比例（％）

张淼 二级市场买入 11,250 0.0012 25

2、减持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3、减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4、减持价格区间：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相关董事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2015年7月10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从即日起6个月

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张淼先

生严格遵守并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且本次拟减持

事项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拟减持的原因：退休。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张淼先生可能依据自身

资金安排、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在本计划减持期

间内，仅部分实施或放弃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张淼先生不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将督促张淼先生在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多家挂牌公司

拟派现或转增股份

□本报记者 董添

11月7日晚， 瑞可达等多家挂牌公司发布

公告，拟派发红利或转增股份。

瑞可达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05万元（含税）。

康利物联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元

（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450万元，剩余未

分配利润存入以后年度分配。

悦城达拟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3元 （含

税）， 预计用以派发现金分红的未分配利润总

额为330万元（含税）。

托球股份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618万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2股。

罗富蒂曼拟以现有总股本2300万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9股。

地宝网络

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报记者 董添

地宝网络11月7日晚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均发生变化。上海建抒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陈斌、吴晓霞成为

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告，股东甘玖林、邓爱梅、邓颖昌、南

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建抒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收购前，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甘玖林、邓爱梅，分

别持有地宝网络33%股份、12%股份。 截至

2017年11月6日收市， 上海建抒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合计持有公司33.58%股份，成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控股股东。

此外， 陈斌持有上海建抒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的99%的股权， 为建抒咨询的控股股东。

2017年11月6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陈斌为新任董事长。 自公告日起，陈斌、吴

晓霞夫妇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荣德铵家

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报记者 董添

荣德铵家11月7日晚公告称， 福州市世纪

开元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世纪开元” ）通过股

份收购取代原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祁志磊成

为新的控股股东， 世纪开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王荣成为荣德铵家实际控制人。

此前，祁志磊直接持有公司35.9%的股份，

上海伊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伊

罗投资” ）持有公司20%股份，祁志磊持有伊罗

投资99%的份额， 祁志磊担任伊罗投资的普通

合伙人，对伊罗投资的重大决策能够实施控制。

根据协议，亿邦投资、祁志磊、伊罗投资分别

将持有公司的44.10%、8.975%、6.667%的股份

转让给世纪开元。收购完成后，世纪开元持有公

司59.74%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世纪开元有权提名3名

董事、2名监事人选，世纪开元能够对公司经营

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王荣作为世纪开元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直接持有世纪开元70%股

份，故认定王荣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部分公司主动申请摘牌

全国股转公司表示，在剩余即将被摘牌的

17家公司中，10月31日前已向全国股转公司

提交了终止挂牌申请的公司，全国股转公司将

继续履行主动终止挂牌的审查程序，完成审查

后发布终止挂牌公告；涉嫌存在违规及其他待

核实事项的公司，全国股转公司将在相关事项

处理完毕后，启动终止挂牌程序。

上述17家公司包括德马科技、 金航股份、

诺晟股份、正和生态、ST天智等。 已主动申请

终止挂牌的公司中，多数表示因为战略调整的

需要。

以德马科技为例，8月8日， 公司称拟申请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8月

26日，披露上述申请被受理的公告。 德马科技

表示，本次申请终止挂牌因战略发展规划调整

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 德马科技今年6月30日才

披露2016年年报。7月1日，公司公告称，因未按

期披露2016年年度报告，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

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对公司董事

长、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负责人采取出具警

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8月17日，金航股份表示，根据公司目前经

营发展状况， 并配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调整，

公司拟终止挂牌。 年报显示，公司2016年实现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4.88万元，同

比下降68.28%。

部分公司涉嫌存在违规及其他待核实事

项，情况较为复杂。 以诺晟股份为例，公司9月

27日公告称， 因未在8月31日前编制并披露半

年度报告构成信息披露违规；全国股转系统对

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对公司

董事长肖运勇、信息披露负责人张红青采取出

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诺晟股份回复全国股转系统就公司2016

年年报经营情况的问询函时称，公司2016年收

入和净利润分别下降至127.31万元、42.13万

元， 互联网业务萎缩严重；2016年公司欲转型

互联网金融，2017年初转型失败并将亿财网转

让， 目前公司主要靠关联方无息贷款维持经

营。截至2017年7月，公司今年以来收入几近于

无，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仅两名。 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肖运勇持有800万股公

司股份因债权纠纷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的80%。 2017年5月2日，肖运勇因“其他有履

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

被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未按时披露半年报

8家新三板公司被强制摘牌

□本报记者 蒋洁琼

8家公司遭强制摘牌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通知， 截至10月31日，

25家公司未能按照规定时间披露2017年半年

度报告，包括丝普兰、德马科技、金航股份、华

夏未来、诺晟股份、正和生态、ST天智、元道通

信、鼎润投资、洁利康、信力康等。

在上述公司中，丝普兰、华夏未来、信力

康、世德堂、盈德智能、爱立特、利兴橡胶、纳图

电气8家公司于11月1日起终止股票挂牌。

根据相关规定， 这8家公司收到终止股票

挂牌的决定后应及时披露终止挂牌公告。11月

1日， 在上述公司中，5家发布摘牌公告； 世德

堂、盈德智能、利兴橡胶3家公司因无法出具公

告，由主办券商代为发布。

以世德堂为例，中原证券为世德堂的主办

券商。 中原证券多次催告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

应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披露定期报告，但公司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职能力较弱，无法按时提供

并披露2017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因无法自行披

露摘牌公告，主办券商特此提示广大投资者注

意公司股票被摘牌。

根据相关公告， 本次被摘牌的8家公司存

在经营状况不佳、经营存在明显风险、公司高

管变动频繁等状况。

以盈德智能为例，公司2016年实现营业收

入1.03亿元，同比下降29.47%，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179.64万元， 同比下降

339.12%。

而世德堂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17亿元，

同比下降9.0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03.3万元，同比下降28.72%；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7.91

万元，同比下降87.67%。

此外， 丝普兰2016年、2015年分别亏损

1071.32万元、980.11万元；华夏未来2016年亏

损385.15万元。

利兴橡胶的经营存在明显风险。 公告显

示，5月13日， 公司厂区发生一起氯气泄漏事

故。 而主办券商新时代证券通过电话、微信等

方式均无法与利兴橡胶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耿怀兴取得联系，同时无

法与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及其他管理人员取

得联系。 据新时代证券了解，前述生产安全事

故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相关管理人员被依

法拘留，无法对外联系。

根据公告，6月7日，华夏未来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方凡、股东北京华夏弘玮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股东王子诚合计股份

691.5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57.63%）被司法冻

结。 经核实，实际控制人方凡仍为失联状态，而

股东王子诚回复司法冻结原因不详。 此外，由

于未能及时缴纳租金，公司已于2017年9月5日

搬离原办公场所。

世德堂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截至2015年

底和2016年底，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

为2832.33万元和3756.57万元，占公司资产总

额的比重分别为46.05%和49.24%。 世德堂表

示，如果公司未来不能合理控制应收账款的规

模并加强账款催收，公司运营资金将趋紧。

有的公司高管变动频繁。今年6月24日、7

月15日，世德堂原监事会主席蔡艳萍、原董秘

蒋家敏先后辞职。 8月14日以来，华夏未来监

事王劲，董事、副总经理黄荣，股东代表监事、

监事会主席孙谦， 股东代表监事包林川先后

辞职。

新三板监管趋严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6日，今年以来，

926家新三板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因未按时披露

定期报告等违规行为被处理，同比增长230%。

从违规类型看，425家企业未按时披露定

期报告；44家未及时披露公司重大事项；此外，

多家公司存在信息披露虚假或严重误导性陈

述、业绩预测结果不准确或不及时、未依法履

行其他职责等行为。

全国股转公司表示，高度重视挂牌公司的

自律监管工作，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

理念。

11月1日，全国股转公司披露ST京健康的

多次信息披露违规等行为。 ST京健康于2015

年4月至2016年5月为关联方唐山京东医院等

累计提供违规担保4笔， 涉及担保金额1.42亿

元。 上述对外担保发生时，均未履行内部审议

程序。 ST京健康挂牌后，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徐

耀东控制的企业先后以不同形式占用挂牌公

司5笔资金，构成关联交易，发生时均未履行内

部审议程序。

ST京健康在以上4笔对外担保、5笔关联方

资金占用发生后， 未在两个转让日内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同时，4笔因违规对外担保引起的重

大诉讼涉及金额共计1.43亿元， 每一笔诉讼的

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

比例均超过10%，均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相关规定，全国股转公司决定，给予

ST京健康及徐耀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并记入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同时，全国股转公

司决定对时任董事会秘书刘通生、财务总监赵

艳芳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业内人士表示，市场运作过程实质上是信

息处理的过程，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和及时性， 是决定市场效率的关键环节。

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

资源配置功能。 新三板相对“宽进” 的市场准

入制度、 支持小额快速融资的定向发行制度、

较高门槛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等，配合严格的

监管，有利于增强市场活力、提高市场效率。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通

知， 截至10月31日，25家新三板公司未能披露2017年半年度

报告，除此前主动申请摘牌、涉嫌存在违规等事项的公司外，8

家公司自11月1日起终止股票挂牌。 对于提交了终止挂牌申请

的公司，审查程序完成后将发布终止挂牌公告；涉嫌存在违规

及其他待核实事项的公司，相关事项处理完毕后，也将启动终

止挂牌程序。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6日，今年以来926家新三板公

司或其关联公司因未按时披露定期报告等违规行为被处理，

同比增长230%。 业内人士表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是决定市场效率的关键环节。 完善的信息披

露制度，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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