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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投资者信心接连受挫，上市公司市值

大幅缩水， 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与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息息

相关，经山东上市公司协会、青岛市上市公司协会倡议，山东上市公司联合

声明如下：

1

、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我们坚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向上趋势不

变，上市公司在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和创新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我们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积极推动相关各方采取增持、股票回购、

暂不减持、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切实维护市场稳定，增强投资者信心。

3

、我们将强化信息披露，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 通过

电话、 实地调研等各种形式与投资者保持真诚沟通， 增进彼此间了解和信

任，共同见证企业发展，让投资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投资。

4

、我们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诚信经营、规范运作，切实提高企业发展质

量。抵御风险的能力来自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我们将积极提升公司治

理和管理水平，完善公司内控制度，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全

面风险管理能力，为投资者谋求更大的投资回报。

5

、我们会继续发扬齐鲁文化开拓、进取、传承的优良传统，做信义儒商、厚

道鲁商。

我们承诺，在诚信经营、规范运作、不断强化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同时，认真履

行社会责任。

行胜于言，我们将会携手面对资本市场暂时的困难，共同维护资本市场

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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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黑豹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尤洛卡矿业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中际电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康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恒顺众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山东上市公司关于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联合声明

声明公司

本声明基于对经济长期走势的信心而做出，相关内容以各公司正式公告为准。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是促进

经济调结构转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实后盾。 而资本市场又是一个生态

系统，有其自身运行规律，非理性追涨和杀跌都是危险的。 在宏观经济基本

面出现企稳态势之际，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正迈出崭新的步

伐，向着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进发。 “一带一路”、“互联网

+

”、“中国制造

2025

”等国家战略已经制

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正在形成。

为了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上海

92

家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上发出共同倡议：

一、诚信经营规范发展，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切实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努力推动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为股东提供真实、准确的投资

决策依据。

二、重视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投资者对公司和市场认知，做好沟

通解释工作，增强投资者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理念。

三、立足长远扎实做好实业发展，努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努力提升

公司质量和盈利水平，以真实业绩回报投资者。 抓住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历史机遇，持续为广大投资者创造价值！ 以实际行动证明对中国经济的信

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良性发展。

我们始终坚信，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将极大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发展

潜力，上市公司也将率先享受改革红利，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我们将以实

际行动坚定股东信心，维护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与社会各界携手共筑

资本市场的“中国梦”！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凱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 � �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共计92家公司

上海上市公司关于

坚定信心 共同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倡议

2015年7月9日

上海市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