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调整亟待冷思考 “组合拳”安抚恐慌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自6月12日以5178.19点刷新上涨新高后，股指一路下挫，周K线上收出三根大阴线，连续下破4200点、4000点、3800点等多个重要关口。 由于调整的速度过快，大部分投资者尚未做出操作便已大幅亏损，市场情绪也从极度亢奋转为极度恐慌。 业内人士指出，融资盘、配资盘、获利盘在恐慌情绪下的集中抛售造成了市场非理性下跌。 从目前来看，利好政策不断加码有望缓解投资者的恐慌心态，伴随着投资者情绪的修复，大盘有望震荡企稳。 不过，大跌之后更需要投资者“冷思考”，以更加合理的策略应对。

快速杀跌防不胜防

5月以来，股指步入加速上涨阶段，一举冲上5000点后，并未做任何有效调整便又向5100点发起冲击，6月12日以5178.19点刷新上涨新高后，股指突然上演高台跳水，在随后的14个交易日里收出10根阴线，有10个交易日沪综指下跌超过百点，有5个交易日的调整幅度超200点；4根阳线中，仅有2个交易日涨幅超过100点。 从周K线上看，沪综指已经连续三周下跌，周跌幅分别为13.32%、6.37%和12.07%，4800点、4500点、4000点等多个重要关口相继告破。 上周五沪综指跳空低开，早盘便快速杀跌，最低下探至3629.56点，此后维持窄幅震荡，午后伴随着承接力量出现，股指震荡反弹，一度翻红，最高上探至3927.13点，不过好景不长，尾盘一轮快速跳水再度将股指拉回到3700点下方，报收于3686.92点，下跌225.85点，至此半年线也确认失守。

从行业板块来看，6月15日以来，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线尽墨，申万银行指数调整幅度为9.93%，小于10%。 申万采掘指数跌幅为17.29%，小于20%。 其余26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跌幅均超过20%，11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跌幅超过30%，申万国防军工、商业贸易和通信跌幅居前，分别为39.53%、38.94%和38.78%。 由此来看，本轮的大调整并无明显的领跌品种，除低估值的银行股外，也并无典型的抗跌品种。

从个股来看，6月15日以来正常交易的2468只股票中，有2363只股票出现下跌，占比达到95.91%，其中全信股份、华鹏飞、鸿博股份、京天利等490只股票跌幅超过50%，股价被腰斩，1925只股票跌幅超过30%，2306只股票跌幅超过10%。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行情回落的导火索是年中阶段资金面紧张、新股扩容过快等，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市场此前上涨过多，积累了大量获利盘。 杠杆资金的运用在前期加速了股指上涨，在市场回落时也发挥了助跌效应。 从下跌过程来看，这波大调整发生在14个交易日里，短期的快速下跌让投资者防不胜防，随后市场恐慌情绪进一步升温，盘中个股的跌幅继续扩大，前期强势股强力补跌更是对市场信心造成了打压。

政策加码化解恐慌心

此前，管理层虽连发多重利好，包括降准与降息并用、降低证券交易成本以及允许券商弹性处置两融账户等，上周末政策继续加码，铸就政策底化解恐慌心正在逐渐获得共识。

7月4日晚，上交所公布了安记食品、读者传媒、思维列控等10家公司暂缓发行的公告。 深交所刊登万里石、三夫户外等18家公司暂缓发行公告。 这28家公司公告称，因市场波动较大，出于审慎考虑，发行人暂缓后续发行工作。 原披露的发行时间表将进行调整。

与此同时，21家证券公司召开会议，决定以2015年6月底净资产15%出资，合计不低于1200亿元，用于投资蓝筹股ETF。 上证综指在4500点以下，在2015年7月3日余额基础上，证券公司自营股票盘不减持，并择机增持。

市场人士指出，在市场大幅下挫时，通过政策加码对冲市场风险是正常的逆周期调节手段，股票市场也是市场经济体系之一，需要政府的逆周期调节。 在股市过热的情况下增加IPO供给、严查场外配资是正常的，那么在股市暴跌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减少股票供给也具有其合理性。 在政策底被逐步夯实的背景下，恐慌情绪也将逐渐出清，后市震荡企稳料是大概率事件，对于市场企稳时点的判断，建议投资者重点观测成交额和强势股两个指标。

一方面，前期在融资大幅加杠杆、配资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沪深两市成交额不断刷新历史天量，连续超过2万亿元，这并非是一种常态。 短期快速下跌之后，融资盘、配资盘损失惨重，其高位抛压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市场的调整幅度，加重了市场的恐慌情绪。 不过，7月以来，市场成交额已经出现连续萎缩，7月1日沪深两市成交额达到1.53万亿元，7月2日沪深两市成交额降至1.29万亿元，7月3日沪深两市成交额降至1.15万亿元，连续缩量下跌意味着底部承接力量不足。 值得注意是，这也使得市场成交额回归正常，后市市场止跌后需要在底部缩量反复震荡，才能确认企稳，为下一轮的震荡反弹积蓄动力。

另一方面，前期强势个股补跌告一段落。 在本轮杀跌初期，以国资改革股、电力股、交通运输股一度表现抗跌，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市场人气。 不过好景不长，在连续大调整后，前期强势股连续跌停，遭遇补跌。 这部分品种短期震荡企稳不仅显示杀跌动能明显弱化，而且也是短期杀跌结束的标志。

两策略应对后市行情

业内人士表示，按照既往经验，当政策底已明确确立后，市场底应该也在不远处，即使牛转熊，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票，必然有一波反弹行情。 “大调整”后大部分资金已经出现明显浮亏，“大调整”后如何操作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建议投资者以两种方式来应对。

第一是针对手中持有的被套质优股，进行盘中T+0操作。 这部分股票质地较好、具备业绩支撑，通常是牛市中长线品种，但短期在遭遇恐慌性杀跌后，出现大幅浮亏，此时割肉离场自然心有不甘，但再度加仓又害怕新一轮的杀跌出现，使得投资者格外纠结。 针对此类品种进行日内T+0操作便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日内高抛低吸的方式，可以逐步降低成本，减少亏损金额，等待随后的反弹。

第二是针对短期看好的弹性品种缓步加仓，快进快出。 今年二季度以来，市场出现一波快速上涨，整个市场陷入到莫名的亢奋中，把仓位开到最大、把摊子铺到最大成为应对全面牛市的最好策略。 不过随后市场风云突变，股指连续下跌，使得全仓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在反弹尚未确认的情况下，此时再次把仓位迅速放大来博反弹缺乏理智。 泥沙俱下之后，精选弹性较大的个股缓步加仓方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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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200家上市公司

获大股东增持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同花顺数据显示，最近15个交易日中，已经有400多只个股股价腰斩。

不过， 前期大笔减持的产业资本及上市公司高管此时纷纷通过增持开启

“护盘”模式，还有一些公司发布回购股份公告。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前期

大多数公司个股股价大幅度“跳水” ，预计今年上市公司回购将持续增加。

股东增持屡见不鲜

Wind数据显示，自6月15日至7月3日收盘，两市共有255家上市公司

在二级市场获重要股东增持， 共计约7.83亿股， 增持部分参考市值约为

155.09亿元。 从整体变动方向来看，整体表现为持平、减持和增持的公司

数目分别为23家、317家和182家。 尽管整体来看，两市仍以减持为主，但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高管增持行为较前期相比显著增加，其中6月29日至7

月3日是今年以来增持数目首次高于减持数目的一周。

从数量上看，除协议转让和定增外，目前南玻A（7831.96万股）、

中葡股份 （2175.59万股）、 永新股份 （1648.11万股）、 交大昂立

（1560.01万股）和长信科技（1179.50万股）等公司重要股东增持规

模居于前列。

南玻A公告显示，宝能系旗下钜盛华、前海人寿在5月7日至6月29日，

共计买入南玻集团A股7381.9596万股，占南玻集团总股本的3.56%；承泰

集团买入南玻集团B股2994.7199万股，占南玻集团总股本的1.44%。上述

3家一致行动人增持南玻A再度触及举牌“红线” 。增持方表示，此次增持

主要是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且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进

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事实上， 自今年以来， 宝能系在二级市场增持南玻A已超过2.82亿

股，金额已超过40亿元。近期的增持可谓低位获得筹码。目前前海人寿已

经位列南玻A第一大单一股东， 与原先第一大单一股东北方工业集团差

距进一步拉大。

除了低位增持加大控制权外， 来自企业高管尤其是实际控制人的大

手笔增持对个股前景的正面影响更为强烈。 近期个股面临普跌使得一些

绩优股被市场错杀估值较低， 因此引来上市公司高管逆市大手笔增持

“护盘” 。

自6月30日以来，康恩贝董事长胡季强等高管已经实施了16次增持，

共计增持343.64万股。 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公司目前动态市盈率位于低

点，股价已偏离了价值。高管增持主要是基于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和向股民

传达出积极信息。

而康美药业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许冬瑾则利用1:2加杠杆融资来增

持公司股票， 这或许显示出了其对公司股价成长新的强烈支持。 公告显

示，许冬瑾增持公司股份4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上述增持资金

由增持人自筹资金2710万元和融资资金5420万元两部分资金组成。

从近期的个股走势来看， 获重要股东逆市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价大多

走势较好。

部分公司回购股份

除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外， 此前A股市场中并不多见的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也开始出现。

6月26日晚间，美的集团公告发布《关于首期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的预案》，拟以不超过48.54元/股价格回购不超过10亿元金额，预计回购

不少于20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0.48%。

7月1日晚间，TCL集团制定公司股份回购计划长效机制， 计划在

2015-2017年先行推出两期股份回购方案。 首期回购金额上限为7.95亿

元，回购价格上限为10.05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若全额回购，预

计回购不少于79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0.65%。 第二期计划在2017年6

月30日前推出。 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从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并提

升每股收益水平。

美的集团和TCL集团均表示，对公司的股份进行回购，有利于增强公

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维护股东利益，提高股东回报，构建长期稳定的

投资者群体，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

亿阳信通7月2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正筹划回购公司股票事项。

统计显示， 今年以来发布回购预案或拟发布回购预案的上市公司已

有3家，分别是TCL集团、美的集团和隆鑫通用。 自2011年起至今，沪深两

市共计有29家上市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股份回购计划。

券商分析人士指出，市场大跌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实行股份回购向

市场传递一种公司股价被市场低估的信号， 也表明公司现金流情况良

好；同时，回购后将增厚每股收益；回购还可替代现金分红股东且免税。

此外，历史案例研究也表明，发布股份回购预案后确实能够部分促进公

司股价回归合理水平。因此，该人士预计，后续或有更多上市公司提出回

购股份预案。

期指暴跌后现暖意

□

本报记者 王辉

自6月下旬以来，伴随A股市场的大幅下挫，

股指期货市场也出现一段长时间的单边暴跌。 相

对于现货市场，期指市场整体更出现常态化的持

续贴水。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周五A股再度重度跳

水的背景下，当日三大期指品种主力合约在收盘

却全线出现了小幅度升水。 分析人士指出，在管

理层多项救市举措叠加效应逐步显现、期现货杀

跌动能大幅衰减的背景下，短期期指市场或有望

与现货市场联袂迎来阶段性走强。

期指扭转贴水格局

由于上周五之前各项救市举措未能有效提

振投资者信心，7月3日沪深股市再度出现暴

跌。当日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等两市主要

股指均再次出现5%左右的猛烈下跌。在期指市

场上， 尽管主要期指品种主力合约当日也普遍

遭遇重挫， 但至收盘时纷纷出现1%左右的升

水。这也是本轮A股瀑布般下泄以来，期指市场

首次出现主力品种全线升水的状况。

来自WIND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6月中

旬至7月3日，伴随沪深股指的持续暴跌，三大期

指品种主力合约的贴水，成为市场常态。 其中，

期指主力合约IF1507多数时间均处于贴水状

态， 并在6月26日、6月29日及7月1日三个交易

日盘中， 一度出现高达200点以上的巨幅贴水。

而期指IH1507合约在此期间相对现货指数的

表现，则要强于IF1507，其单边升水或单边贴水

的状况交替出现。 近两周时间内，IH1507合约

最大升水幅度超过70点， 最大贴水幅度也达到

80点以上。 此外， 在中证500股指期货方面，

IC1507合约自6月中旬至今几乎绝大多数时间

内均处于深度折价状态， 期间最大贴水幅度一

度超过1000个指数点或11%， 空头力量几乎完

全主导了近两周中证500期指市场的运行。

结合期指市场以往的运行历史经验， 分析

人士指出， 当前期指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可能

反映出A股现货市场在经过前期猛烈杀跌后，

有望迎来阶段性反弹。此外，进一步从上周末的

消息面来看， 市场信心也同样有望出现实质性

修复。

做空动能料已衰减

在此前三周两市主要股指普遍已暴跌近

30%的背景下，对于未来短期期指市场的走向，

主流机构普遍认为， 短期市场做空动能已渐衰

竭，A股市场进一步下跌概率不大。

对于短期市场表现，瑞达期货表示，在新股

申购暂停、市场情绪缓慢修复、预期政策利好托

底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本周蓝筹板块波动下行

空间不大。 在中证500等中小盘股板块方面，考

虑到市场情绪未稳，在高市盈率压力下，市场预

计还会反复筑底。

此外，结合多空主力席位对比，中信建投等

机构也表示，短期市场存在反弹需求。从期指各

品种总持仓量的大幅下降的角度看， 方正中期

指出， 历史上境外期指市场在现货市场持续暴

跌而持仓量猛烈下降之后， 往往都会迎来阶段

性底部， 因此短期内A股市场也有望出现较大

幅度反弹。

对于后市具体板块表现方面， 方正中期认

为，未来一段时间上证50指数波动性预计将较

上半年有所下降， 平稳上涨预期较强烈。 中证

500指数板块个股虽有成长预期， 但由于市场

对其看法分歧较大， 多空交锋激烈幅度会有所

放大，目前仍仅适宜波段投资。

大调整亟待冷思考 “组合拳” 安抚恐慌心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自6月12日以5178.19点刷新上涨新高后， 股指一路

下挫，周K线上收出三根大阴线，连续下破4200点、4000

点、3800点等多个重要关口。 由于调整的速度过快，大部分投

资者尚未做出操作便已大幅亏损，市场情绪也从极度亢奋转为极

度恐慌。 业内人士指出，融资盘、配资盘、获利盘在恐慌情绪下的

集中抛售造成了市场非理性下跌。 从目前来看，利好政策不断加

码有望缓解投资者的恐慌心态，伴随着投资者情绪的修复，大盘

有望震荡企稳。 不过，大跌之后更需要投资者“冷思考” ，以更加

理性的策略应对后市。

3686.92

快速杀跌防不胜防

5月以来， 股指步入加速上涨阶段， 一举冲上

5000点后， 并未做任何有效调整便又向5100点发起

冲击，6月12日以5178.19点刷新上涨新高后， 股指突

然上演高台跳水， 在随后的14个交易日里收出10根

阴线，有10个交易日沪综指下跌超过百点，有5个交

易日的调整幅度超200点；4根阳线中， 仅有2个交易

日涨幅超过100点。 从周K线上看，沪综指已经连续三

周下跌， 周跌幅分别为13.32% 、6.37%和12.07% ，

4800点、4500点、4000点等多个重要关口相继告破。

上周五沪综指跳空低开，早盘便快速杀跌，最低下探

至3629.56点，此后维持窄幅震荡，午后伴随着承接力

量出现， 股指震荡反弹， 一度翻红， 最高上探至

3927.13点，不过好景不长，尾盘一轮快速跳水再度将

股指拉回到3700点下方， 报收于3686.92点， 下跌

225.85点，至此半年线也确认失守。

从行业板块来看，6月15日以来，28个申万一级行

业指数全线尽墨， 申万银行指数调整幅度为9.93%，小

于10%。 申万采掘指数跌幅为17.29%，小于20%。 其余

26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跌幅均超过20%，11个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跌幅超过30%，申万国防军工、商业贸易和

通信跌幅居前，分别为39.53%、38.94%和38.78%。 由此

来看，本轮的大调整并无明显的领跌品种，除低估值的

银行股外，也并无典型的抗跌品种。

从个股来看，6月15日以来正常交易的2468只股票

中，有2363只股票出现下跌，占比达到95.91%，其中全

信股份、华鹏飞、鸿博股份、京天利等490只股票跌幅超

过50%， 股价被腰斩，1925只股票跌幅超过30%，2306

只股票跌幅超过10%。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行情回落的导火索是年中阶段

资金面紧张、新股扩容过快等，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市场

此前上涨过多，积累了大量获利盘。 杠杆资金的运用在

前期加速了股指上涨， 在市场回落时也发挥了助跌效

应。 从下跌过程来看， 这波大调整发生在14个交易日

里，短期的快速下跌让投资者防不胜防，随后市场恐慌

情绪进一步升温，盘中个股的跌幅继续扩大，前期强势

股强力补跌更是对市场信心造成了打压。

两策略应对后市行情

业内人士表示，按照既往经验，当政策底已明确

确立后，市场底应该也在不远处，即使牛转熊，也没

有只跌不涨的股票， 必然有一波反弹行情。 “大调

整” 后大部分资金已经出现明显浮亏，“大调整” 后

如何操作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建议投资者以两种

方式来应对。

第一是针对手中持有的被套绩优股，进行盘中T+0

操作。 这部分股票质地较好、具备业绩支撑，通常是牛

市中长线品种，但短期在遭遇恐慌性杀跌后，出现大幅

浮亏，此时割肉离场自然心有不甘，但再度加仓又害怕

新一轮的杀跌出现，使得投资者格外纠结。 针对此类品

种进行日内T+0操作便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日内高

抛低吸的方式，可以逐步降低成本，减少亏损金额，等待

随后的反弹。

第二是针对短期看好的弹性品种缓步加仓，快进快

出。今年二季度以来，市场出现一波快速上涨，整个市场

陷入到莫名的亢奋中，把仓位开到最大、把摊子铺到最

大成为应对全面牛市的最好策略。不过随后市场风云突

变，股指连续下跌，使得全仓的投资者损失惨重。在反弹

尚未确认的情况下，此时再次把仓位迅速放大来博反弹

缺乏理智。 泥沙俱下之后，精选弹性较大的个股缓步加

仓方是正道。

政策加码化解恐慌心

此前，管理层虽连发多重利好，包括降准与降息并

用、降低证券交易成本以及允许券商弹性处置两融账户

等，上周末政策继续加码，铸就政策底化解恐慌心正在

逐渐获得共识。

7月4日晚，上交所公布了安记食品、读者传媒、思

维列控等10家公司暂缓发行的公告。 深交所刊登万里

石、三夫户外等18家公司暂缓发行公告。 这28家公司公

告称，因市场波动较大，出于审慎考虑，发行人暂缓后续

发行工作。 原披露的发行时间表将进行调整。

与此同时，21家证券公司召开会议，决定以2015年

6月底净资产15%出资，合计不低于1200亿元，用于投资

蓝筹股ETF。 上证综指在4500点以下，在2015年7月3日

余额基础上，证券公司自营股票盘不减持，并择机增持。

市场人士指出，在市场大幅下挫时，通过政策加码

对冲市场风险是正常的逆周期调节手段，股票市场也是

市场经济体系之一，需要政府的逆周期调节。 在股市过

热的情况下增加IPO供给、 严查场外配资是正常的，那

么在股市暴跌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减少股票供给也具有

其合理性。 在政策底被逐步夯实的背景下，恐慌情绪也

将逐渐出清，后市震荡企稳料是大概率事件，对于市场

企稳时点的判断，建议投资者重点观测成交额和强势股

两个指标。

一方面，前期在融资大幅加杠杆、配资大行其道的

背景下，沪深两市成交额不断刷新历史天量，连续超过

2万亿元，这并非是一种常态。短期快速下跌之后，融资

盘、配资盘损失惨重，其高位抛压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市

场的调整幅度， 加重了市场的恐慌情绪。 不过，7月以

来，市场成交额已经出现连续萎缩，7月1日沪深两市成

交额达到1.53万亿元，7月2日沪深两市成交额降至1.29

万亿元，7月3日沪深两市成交额降至1.15万亿元，连续

缩量下跌意味着底部承接力量不足。 值得注意是，这也

使得市场成交额回归正常， 后市止跌后需要在底部缩

量反复震荡，才能确认企稳，为下一轮的震荡反弹积蓄

动力。

另一方面，前期强势个股补跌告一段落。 在本轮杀

跌初期，以国资改革股、电力股、交通运输股一度表现抗

跌，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市场人气。不过好景不长，在连续

大调整后，前期强势股连续跌停，遭遇补跌。这部分品种

短期震荡企稳不仅显示杀跌动能明显弱化，而且也是短

期杀跌结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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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转让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股份转让和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 于2015年6月29日发布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筹划股份转让和非公开

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编号：2015-043）， 经公司申请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

准，公司股票于2015年6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信息媒体披露相关公

告后复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全力推进本次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2015年7

月1日，公司部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国英、郑文海、黄海峰、林大春与境内自然人周

世平签署《股份转让合同》，黄国英、郑文海、黄海峰、林大春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股份转让给周世平，合计转让 36,000,000�股。 如股份转让完成，周世平将成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周世平（详见公司2015-046号公告）。 目前，双

方正在推进与股份转让事项相关的各项工作。

此外， 公司正会同各中介机构及相关方就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做进一步论证完善，

各项准备工作仍在紧张高效地推动过程中。因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将尽快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各项工作，及时披露非公开发行

预案等相关文件并尽快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至少每 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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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股票停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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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于2015年7月1日、2015年7月2

日、2015年7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说明

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方式，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没有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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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近期本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除已公开披露的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外，公司和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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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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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 2015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5�年第

一季度报告》， 报告中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0至50%， 变动区间为

11,679.43万元至17,519.15�万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未发生变化。

3、《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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