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事将收购以色列汽水饮水机制造商

美国软饮料巨头百事公司于

20日宣布，已经达成协议，将以32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以色列汽水饮

水机制造商SodaStream公司。 根

据相关交易条款， 百事公司将为

每股SodaStream股票支付144美

元， 较该股上周五收盘股价溢价

约11%。

百事公司表示，将以库存现金

支付此项收购。此项收购已获得双

方董事会的一致批准，在获得So-

daStream股东批准后， 预计将于

明年1月完成交易。

据悉，SodaStream公司制造

了一种机器和可再充气的圆筒，用

户可以通过它来制造自己的苏打

水或碳酸水饮料。

百事公司表示，这一交易为百

事可乐提供了一条新渠道，通过这

条新渠道，百事可乐可以直接把产

品送到消费者的家庭，而不是通过

商店渠道。 希望通过这一举措，提

升百事公司饮料业务水平。此前由

于消费者逐渐远离含糖、 碳酸饮

料，百事公司在北美的饮料业务一

直表现下滑。（张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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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情绪升温 欧元空头集结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随着担忧情绪升温， 投资者目前对

于欧元的看空情绪有所升温。 美国商品

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公布的数据

显示， 对冲基金等大型投资者上周持有

的欧元仓位一年以来首次由净多仓转为

净空仓。

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土耳其危机影

响未定， 而欧洲银行业可能受到直接影

响，这或将进一步打压欧元走势，此外从

欧央行方面来看， 究竟何时真正进入紧

缩周期也仍是未知数， 因此欧元短期或

难表现强势。

对冲基金看空欧元

在截至8月14日当周，对冲基金等大

型投资者持有的欧元投机性空头头寸较

此前一周增加12354手期货和期权合约，

这也使得欧元仓位变为净空仓1789手合

约， 为一年多以来首次由净多仓转为净

空仓。

与此同时， 对冲基金增持美元净多

仓，美元净多仓规模为237亿美元，不仅

高于此前一周的220.2亿美元， 也创下去

年1月中旬以来最高。 对冲基金在连续48

周持有美元净空仓后，已连续9周持有美

元净多仓。

分析人士指出，欧元主要受到土耳其

风险的直接影响。土耳其的外债主要来自

于欧洲银行，外国贷款占土耳其银行资产

的40%，因此里拉暴跌后欧洲方面第一时

间表达担忧情绪，欧元领跌非美货币。

欧洲央行此前表示，目前该央行正在

检测评估欧元区三大银行的土耳其资产

风险敞口，分别为西班牙的BBVA，意大

利的UniCredit和法国的巴黎银行，这三

家银行已经遭到猛烈抛售。

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报告也指

出，土耳其分别从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

的银行借款833亿美元、384亿美元和170

亿美元。 如果里拉兑美元持续下跌，可能

造成外债无法偿付，让危机传导至欧元区

其他国家。

美元近期或维持强势

分析人士指出，美元近期或维持相对

强势。 美元是土耳其危机的主要受益者，

加之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国经济数据较好

等均是美元的利好因素。 数据显示，美元

指数自今年4月中旬以来已经累计上涨

了约8%。

纽约BK资产管理外汇策略董事总经

理Kathy� Lien表示， 与全球多数地区形

成对比的是，美国经济保持稳健，美联储

(FED)预计下月仍会升息。

北欧联合银行分析师Martin� En-

lund表示，相对于欧元等多数货币而言，

美元近期仍将维持强势。 值得关注的是，

欧元已经是其他非美货币中表现相对强

势的。

法国农业信贷在最新报告中指出，美

联储加息将使得更多资金流入美国市场，

欧元等货币面临更多压力。欧元投机性净

空仓逼近多年极值， 欧元下行风险仍存

在。 不过该机构也指出，欧元潜在下跌幅

度有限。虽然欧洲银行业板块与土耳其资

产关联度较高，但不排除未来数周主要国

家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的可能，更显温和的

全球市场环境可能降低相关风险。此外欧

元投机空仓虽然逼近多年极值，但也再度

暗示大量利空已计价在汇价内。

美国特色餐饮受市场追捧 上市公司股价涨势强劲

□

本报实习记者 昝秀丽

美国商务部8月15日公布数据显示，

美国7月餐饮业销售额环比增长1.3%，达

616亿美元；另据彭博社数据显示，截至7

月美国餐饮业近3个月的年化收益率达

25.3%， 此前该数据增长最快的年份是

1992年。

餐饮消费支出的强劲增长下， 多数

餐饮业公司业绩靓丽股价大涨。 而相较

传统餐饮业，特色餐饮显然更受欢迎。 其

中， 墨西哥风味小吃墨式烧烤（CMG）

股价年初至今（8月17日）上涨76.6%，位

列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排名第三；以

特色鸡翅、 汽车餐厅等为主题的特色餐

厅涨幅居前；达美乐比萨（DPZ）等传统

餐饮店也通过借力科技转型等方式获得

高增长。

特色餐厅涨势凌厉

投研网站Seeking� Alpha表示，7

月随着餐饮行业的销售额走出积极趋

势线，多数餐饮股看涨。 除墨式烧烤外，

意式餐厅Noodles（NDLS）、主菜为手

抛比萨的BJS餐饮（BJRI）、现做碳烤

汉堡Habit公司（HABT）、手工切割鸡

翅店Wingstop （WING） 年初至今股

价分别上涨114.29%、84.52%、76.44%

和74.1%。

另外，可提供多样化食物选择的科纳

烧烤（KONA）上涨45.71%，主营牛排等

的 高 级 餐 厅 Ruth's� Hospitality

（RUTH）上涨43.49%，被誉为“纽约最

好吃的汉堡”（SHAK） 上涨34.88%，

“免下车餐厅” 索尼克餐厅（SONC）上

涨28.91%，德州公路酒吧（TXRH）上涨

26.5%，柑橘腌制味的明火烤鸡（LOCO）

上涨26.26%，印第安炸鸡公司Bojangles

（BOJA）上涨23.31%，社区三明治公司

Potbelly（PBPB）上涨10.98%。

即便是地中海风味餐厅———佐伊的

餐厅（ZOES）已连续多个季度财报不及

预期，且其曾于5月24日发布一季报次日

暴跌40.22%，但仍获得巨额溢价收购。 公

司在8月17日发布的二季报中称，同意由

私人控股的卡瓦集团 （Cava） 以每股

12.75美元的价格收购后， 当日股价暴涨

33.26%， 而Cava的主业同样为经营地中

海特色餐厅。

虽然上述各个餐厅均备受市场追捧，

但其业绩却参差不齐且波动剧烈，甚至常

年亏损。 其中截至7月3日的第二财季，年

初至今股价涨逾一倍的Noodles净亏损

达593.5万美元，同比扩大227%；而备受

追捧的墨式烧烤上半年净利也同比下滑

5.78%，但摩根士丹利仍将其目标价上调

至600美元（8月17日为510.44美元）。 对

此证券公司Valuentum表示， 投资者倾

向于有“故事” 的公司，当你吃够了麦当

劳的早餐后，如果墨式烧烤能推出早餐服

务，则表示其业绩或将继续上扬；如果你

看好特斯拉，就能对墨式烧烤产生共鸣。

传统餐厅面临转型

当然相较充满异域风情的特色餐厅，

那些乏善可陈的传统餐饮远没有那么幸

运。 年初至今， 阿根廷的麦当劳加盟店

（ARCO） 股价下滑35.38% ， 麦当劳

（MCD） 股价下滑5.18%， 牛排馆Del�

Frisco's� Restaurant（DFRG）股价下

滑35.08%， 此前持续面临关店潮的棒约

翰（PZZA）股价下滑20.65%，卢比饭店

（LUB）股价下滑18.56%。

关于传统餐饮与新兴餐饮业的分化，

业内人士指出，收入的提高使得美国人已

经不能满足于简单的“吃饱” ，而是要追

求“吃得更好” 。另外，以墨式烧烤和麦当

劳的对比为例，墨式烧烤除提供特色风味

食品外，营养均衡方面也较“以炸为主”

的麦当劳等传统美式快餐更优，且搭配更

为丰富。

不过传统餐饮中 ， 达美乐比萨

（DPZ）通过科技赋能，年初至今股价大

涨51.52%。 针对公司从2014年推出的智

能穿戴、推特发表情订餐，到2015年的胃

部扫描判断口味一键订餐， 到2016年以

来的机器人送餐等服务提升， 证券公司

Kalinowski� Equity� Research的餐饮

行业分析师Mark� Kalinowski指出，达

美乐比萨的出色表现很大程度归功于其

科技优势。 另外，星巴克近期则通过触网

外卖平台等新举措提升服务，公司股价从

6月末至今已上涨逾10%。

短期来看，在劳动市场强劲、消费者

信心攀升的带动下，美国第三季消费支出

有望持续成长， 进而拉涨美国餐饮业市

场。 彭博8月16日公布的消费者舒适度指

数显示， 美国民众的经济预期增强至

2002年3月以来最高；月度经济乐观指数

也有所攀升，约39%的受访者称经济“正

在好转” ，24%的受访者称经济 “正变得

更糟” ，这是前者人数连续第八个月高于

后者，为1986年以来最长周期。 不过长期

来看， 餐厅销售分析与洞察机构TDn2K

经济学家Joel� Naroff仍表示：“虽然人们

对餐饮消费的预期仍会继续维持缓慢增

长，但进入2019年后，（餐饮消费）需求

放缓将给餐饮业带来风险。 ”

沙特主权基金欲10亿美元投资Lucid

特斯拉潜在对手迎来中东“金主”

□

本报记者 陈晓刚

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沙特

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PIF）日前已与

位于美国硅谷的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Lucid� Motors展开投资谈判。 前者可

能向后者投资逾10亿美元，并获得其多

数股权。

这对于电动汽车制造巨头特斯拉来

说，并不算一个好消息。 本月早些时候，

特斯拉CEO马斯克通过推特宣布， 考虑

以每股420美元的价格私有化特斯拉，他

表示， 私有化资金来源已经 “有保障

了” 。分析人士曾认为，PIF就是特斯拉的

“金主” 。 但如果PIF最终投资Lucid�

Motors，再重金援手特斯拉私有化的几

率不大。

特斯拉最大潜在对手?

Lucid� Motors是由特斯拉、Oracle

前员工于2007年创立， 其联合创始人谢

家鹏（Bernard� Tse）曾是特斯拉的副总

裁兼董事会成员。该公司一度被认为是特

斯拉最大的潜在对手。 Lucid� Motors目

前尚未出售任何汽车， 但公司于2016年

发布了首款原型车Lucid� Air，并希望在

2018年末开始生产。 目前这款电动汽车

何时会上市尚不得而知， 但Lucid� Mo-

tors已经在其网站上接受订金,其价格为

6.5万美元。 据媒体报道,这款车的整体设

计极具科技感，搭载了一个100kWh的电

池组，其最大输出功率达到400马力。 消

费者还可以选装130kWh的电池组，其最

大功率将超过1000马力，0-96km/h的加

速时间仅需2.5秒，并且拥有约643千米的

单次充满电的最大续航里程。 Lucid� Air

比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特斯拉Model� S有

一定优势。

媒体称，PIF有可能对Lucid� Mo-

tors先进行第一笔投资5亿美元， 随后在

Lucid� Motors达到特定产能目标时，再

分两个阶段进行注资。 但知情人士同时

警告称，PIF与Lucid� Motors之间的谈

判也可能无疾而终。

分析人士认为，Lucid� Motors与

PIF之间的谈判凸显出投资者对电动汽

车投资的兴趣，目前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

内的各类投资者均希望尽早介入电动汽

车以及相关资产。 今年美国电动汽车的

总销量将达到35万辆左右， 比2017年增

长75%。

或利空特斯拉私有化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PIF基金的资产

高达2500亿美元， 但之前该基金已经承

诺向其它科技公司进行投资，投资电动汽

车的资金规模将会受限， 一旦与Lucid�

Motors达成交易，PIF可能不会再大举援

手特斯拉的私有化交易。

而且在今年上半年，PIF已经通过二级

市场斥资约20亿美元，买入接近5%的特斯

拉股票，而没有采用新股增发的方式入股。

根据马斯克先前的说法，“沙特主权

财富基金手头的资金足够充裕” ，能为特

斯拉私有化金融提供支持。 但目前，沙特

国内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即便PIF可以为

特斯拉私有化提供部分资金，但也不会是

“很大一笔钱” 。

今年全球信息安全支出

将超1140亿美元

研究机构Gartner最新预测

称，2018年全球信息安全产品和

服务支出将超过1140亿美元，较

2017年的1015.4亿美元同比增

长12%。

Gartner研究总监悉达多·德

什潘德表示：“安全公司正努力帮

助自己的组织安全地使用技术平

台，提高竞争力，推动业务增长。持

续存在的技能短缺和欧盟 《全球

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监管

规则的变化，正在推动安全服务市

场持续增长。 ”

调查结果还显示，从2017年到

2022年，信息安全市场的收入将以

每年7.8%的复合增长率（CAGR）

增长，以恒定汇率计算将达到1430

亿美元。 到2019年，在安全服务方

面的支出将占全球整体安全支出

的51.75%。 德什潘德表示：“安全

与风险管理必须成为任何数字业

务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

此前Gartner在去年9月至10

月间进行的调查显示，安全支出

的三大驱动力分别是安全风险、

业务需求以及行业变化。 此外，

调查发现，隐私问题也成为企业

关注的 “关键因素 ” 之一 。

Gartner认为，到2019年，隐私问

题将“推动安全服务市场需求增

长至少10%” ， 并影响到身份和

访问管理（IAM）、身份治理和管

理 （IGA） 以及数据丢失预防

（DLP）等多个领域。（昝秀丽）

蔚来汽车赴美IPO�拟融资18亿美元

8月14日，蔚来汽车正式向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递交了

首次公开募股（IPO）招股书，申

请在纽交所上市， 股票代码为

“NIO” ，计划最多融资18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23.3亿元）。据招股

书披露， 蔚来汽车创始人及CEO

李斌持股17.2%，腾讯持股15.2%，

高瓴资本持股7.5%。 此外，李斌承

诺在未来将其所持有的蔚来汽车

股份的1/3（约5000万股）转让给

信托机构， 在自己保持股票持有

权的同时， 股票所产生的经济收

益将由蔚来车主讨论和决定如何

使用。

招股书显示，蔚来汽车目前

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公司2018年

上半年营收人民币4600万元，其

中汽车销售营收4440万元，净亏

损33.26亿元， 其巨额亏损主要

来源于研发、投资等方面。 此前，

李斌曾表示：“2018年，蔚来汽车

的亏损将远不止50亿元。” 同时，

此次招股书中还显示，蔚来汽车

交付存在延期。 截至今年7月31

日， 蔚来共向用户交付了481辆

ES8汽车， 另外还有1.7万辆ES8

汽车订单，其中1.2万辆已交意向

金。 公司表示预计将在“招股书

发布之日起6至9个月内” 完成上

述订单。

虽然此次的融资额并不小，但

有业内人士认为 “蔚来汽车在这

个时候IPO，相当于在高风险的阶

段接受二级市场的检验，像免疫力

还不成熟的孩子在冬天的户外长

时间停留，很容易生病” 。 而蔚来

汽车方面表示，前期的大笔投入是

必要的，随着量产车的交付和新车

型投放市场，未来几年的营收将大

幅提升， 亏损状况也有望大幅改

善。（周璐璐）

土耳其央行变相加息

据媒体20日报道， 土耳其央

行日前采取了变相加息的举措。据

悉，土耳其央行目前限制7天期资

金拆借， 导致银行无法以17.75%

的七天回购利率来贷款，只得转而

通过隔夜拆借利率来融资，目前这

一利率为19.25%。 这也意味着土

耳其央行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变相

加息150基点。

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土耳其里

拉兑美元汇率累计下跌20%，引发

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普遍担忧。而

土耳其监管机构已经采取了一些

方法来稳定本币，如限制海外投资

者进行期货交易、限制外汇掉期业

务等。

然而多数业内人士认为，这些

举措并不能够全面稳定市场。据法

兴银行计算，到今年10月，土耳其

及该国企业需要偿还的外币债券

接近38亿美元。 该国的短期外债

规模约为1800亿美元， 外债总额

更是高达4600亿美元， 是主要新

兴经济体国家中最高的。 在上周

末，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继纷纷发

出警告，其中标普和穆迪更是先后

宣布下调土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

（张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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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收购应收账款债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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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简述交易内容：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

拟收购重庆恒韵医药有限公司对医院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

●关联交易金额：384,000,000.00元

●重庆恒韵医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资本” ）、公司子公司西藏华烁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华烁” ）拟与重庆恒韵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韵医

药” ）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收购恒韵医药对医院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交易金额共计

384,000,000.00元，本次交易无追索权。

恒韵医药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李仕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恒韵医药

公司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二路137号申基索菲特商务大厦B座26楼；

法定代表人：白晓敏；

注册资本：玖亿柒仟伍佰柒拾陆万元整；

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医

疗器械、通用机械的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等。

恒韵医药成立于2008年10月，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实体，经营状况良好，具

备履约能力。 截至2018年3月31日，恒韵医药总资产为185,746万元，净资产为176,534万

元，2018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6,490万元，净利润-1,248万元。

恒韵医药为李仕林实际控制的企业，李仕林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重庆玖威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重庆满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禄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

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将李仕林及其控制的企业均视为公司关

联方。

2、华业资本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A座16层

法定代表人：徐红；

注册资本：壹拾肆亿贰仟肆佰贰拾伍万叁仟陆佰元整；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项目投资；企业管理；酒店管理等。

截至2018年3月31日， 华业资本未经审计总资产2,072,825.42万元， 净资产696,

240.30万元，总负债1,376,585.12万元，2018年1-3月实现净利润16,250.95万元。

3、西藏华烁

公司注册地址：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1351室；

法定代表人：燕飞；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西藏华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2018年3月31日，西藏华烁未经审计总资产437,221万

元，净资产41,514万元，总负债395,707万元，2018年1-3月实现净利润9,613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是恒韵医药对医院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 金额分别为309,408,094.11

元、149,393,635.07元，医院到期回款日不晚于2019年10月23日、2019年11月22日。

四、交易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各方：

甲 方：重庆恒韵医药有限公司

乙方1：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2：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

1、 甲方将其对医院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人民币309,408,094.11元、149,393,635.07

元（共计人民币458,801,729.18元）分别（统称“标的债权” ）转让给乙方1及乙方2。（乙

方1、乙方2以下统称为乙方）。

2、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将标的债权及与该债权相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

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请求权等）转让给乙方。

3、甲方确认，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债务人尚未向甲方偿还标的债权。

（三）转让价款

甲方同意将标的债权及与该债权相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权、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请求权等）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双方确认，因该债权转让行为，乙方

1及乙方2分别应向甲方支付债权转让价款263,000,000.00元、121,000,000.00元，（共计

人民币384,000,000.00元）。

（四）违约责任

双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应承担的义务，致使对方遭受或发生损害、

损失等责任，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五、风险控制

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资本市场政策和监管政策等国家政策

的变化将对经济运行和投资项目产生一定影响。 虽然医院前期经营稳健、信誉较好，但仍

存在不能按时足额支付相应应收账款款项的风险。 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公司会持续关注

将风险防范摆在首要位置，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通过自筹资金收购应收账款债权，将增加公司在医疗供应链金融领域投资规模，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促进公司在医疗产业的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

向，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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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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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本公司” ） 股票收盘价格于2018年8月16日、17日、20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经自查、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除在指定

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于2018年8月16日、17日、20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

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目前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经营活动正常，

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未发现定期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露或者因传

闻导致公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异常波动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四）因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筹划涉及本

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起停牌，于2018年2月6日

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于2018年8月9日披露了《关于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暂不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8-105），并于2018年8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108）。除上述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事

项外，公司不存在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五）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除已披露的事

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

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六）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本公告第二部分涉及的已披露的终止重

大资产重组的事项外，本公司不存在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