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600482

证券简称

:

风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4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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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 ）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5月28日起停牌。 2015年6月11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1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

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公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一、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主要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重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

相关标的资产的其他股东，交易对方尚未最终确定。

（二）交易方式

交易方式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三）标的资产情况

标的资产为中船重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交易对方拥有

或控制的动力相关资产，标的资产范围尚未最终确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 公司积极推进有关工作， 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审计、评估等

工作，积极与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国防科工局等政府部门沟通相关审批事

宜。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有关各方尚未签订

重组框架协议或意向协议。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体量大、 标的公司和交易对方数量多，

前期审计、评估、方案细化论证耗时较长；并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与

交易对方、有关政府部门进一步沟通与协商，因此，公司无法按原定时间复

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鉴于上述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1日起继续停牌，

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482

证券简称

:

风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5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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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042,949,876.93 2,829,918,583.01 7.53

营业利润 124,269,988.74 83,921,816.36 48.08

利润总额 124,459,980.26 96,698,595.85 2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9,757,380.08 72,885,791.05 36.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14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67% 3.69%

增加0.98个百分

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4,153,036,652.75 4,343,811,435.99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2,117,278,581.49 2,084,253,095.77 1.58

股 本 536,500,000.00 536,5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3.95 3.88 1.80

注:

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04,295万元，同比增长7.53%；营业利润12,

427万元，同比增长48.08%；利润总额12,446万元，同比增长28.71%；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76万元，同比增长36.87%，主要原因为：

2015年度，公司加大对汽车起动电池市场销售的支持力度，本期市销电

池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从而使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以及净利润相

应增长。

（二）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415,304万元，较期初减少4.3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11,728万元，较期初增长1.58%；每股净资产3.95元，

较期初增长1.80%。

三、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刘宝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韩军、会计机构

负责人吴雷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482

证券简称

:

风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6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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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7月16日上午9:00-10: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

sseinfo.com）

●会议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公司定于2015年7月16日下

午14:00-15:30举行投资者说明会, �届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就公司2015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1、召开时间：2015年7月16日上午9:00-10:30；

2、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韩军先生，董事会秘书张亚光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15年7月16日上午9:00-10:3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证e互动” 平台(http://sns.sseinfo.com)进行在线交流。 公司会在公开披

露信息范围内积极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

公司欢迎投资者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

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晨、王旭

联系电话：0312-3208529

传真：0312-3208529

电子邮箱：sh600482@sail.com.cn

特此公告。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482

证券简称

:

风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7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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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36）。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公告中的说明会类型出现一些错误，

现更正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公司定于2015年7月16日上

午9:00-10:30举行投资者说明会, 届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就公司2015年

半年度经营业绩、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投资者造

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391

证券简称：成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5-019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方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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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当前股票市场的非理性下跌， 本着履行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的社会责任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采

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

一、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2016年1月7日前不减

持公司股票。

二、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择机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增持金额不低于1,966.87万元。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管理层增持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部分管理层自2015年7月9日起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

上述管理层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四、进一步建立健全投资者长效回报机制，依法依归维护所属公司股价稳

定，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减持规范运作，诚信经营，不断提升公司市场竞

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互信，积极通过电话、网站、互

动平台等多种渠道，强化与投资者的沟通，增进投资者对公司和市场的认知，

消除投资者的误解，树立投资者信心。 公司计划于2015年7月内，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e互动” 平台，召开投资者说明会，说明公司股价稳定方案，介绍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及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本公司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及时披露上述承诺履行及相关

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391

证券简称：成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5-020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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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0日

接到通知，2015年7月9日至10日，公司部分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

下：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交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上述管理层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高管人员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283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2015-024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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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

2015年1月1日-2015年6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2015年4月24日，公司在《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了对2015年1-6月业绩的预

计，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30%－0%。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二、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 业绩修正的原因

1、2015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力度，铁路产品、出口部分新产品销售情况

超出预期。

2、公司加强创新项目管理，加大产品成本控制力度，产品成本下降。

四、 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业绩修正相关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

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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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283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2015-025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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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面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和系统

性风险，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

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积极与公司控股5%以上股东进行沟通，增强股东持股信心。公司控股股东表示：自

即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同时，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增持公司股份。

二、自即日起6个月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同

时，公司鼓励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通过增持公

司的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坚定对上市公司发展的信心，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资本

市场稳定和良性发展。

三、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推进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及首次授予期权

行权事宜。

四、公司将强化信息披露，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

五、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 通过现场调研、电话、邮件、“互动易” 平台等途径，与广大

投资者保持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切实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

六、公司将一如既往诚信经营、规范运作，完善公司内控制度，切实提高企业治理和管

理水平，努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盈利能力，以真实稳定的业绩回报投资者。

七、 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努力树立良好的

市场形象，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15-046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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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近期公司股价随A股市场的非理性波动而大幅下跌， 同时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并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股价稳定、树立

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公司将积极推进公司控股股东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通

过定向增发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事宜。 本次向控股股东全额定向增发141,

110,066股完成后， 实际控制人中国南车集团公司通过下属企业合计持有本

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将由41.28%增至51.60%。本次定向增发申请文件已获中

国证监会受理。

二、公司将诚实经营，以真实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并及时做好业绩报告

的披露和预告工作，以此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

展。

三、鼓励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

通过增持股票等方式稳定股价，并承诺自7月8日起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不减

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四、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

平台等渠道，与投资者积极沟通，增进交流与互信，展现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

上市公司。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51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近期证券市场非理

性波动的情况，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树立良好

的市场形象。 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将诚信经营、规范发展，努力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

能力，以良好的业绩回报全体投资者。

2、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中胜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计划于近期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增持公司股份，增持公司股份的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 同时，王中

胜先生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3、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

公司股份。

4、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 通过电

话、实地调研等各种形式与投资者保持真诚沟通，通过交易所 “互动易” 平台

向投资者介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与投资者做好沟通，

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坚定投资者信心，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5、公司将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积极探索股份回购、增持、股权激

励、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鼓励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员工积极

增持公司股份，积极开展市值管理，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市场稳定。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股票代码：

002730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1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联合声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投资者信心接连受挫，上市公司市值

大幅缩水，面对当前形势，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特

声明如下：

一、我们坚持踏实做好企业、诚信经营、规范运作，持续推进转型升级，不

断提升公司业绩，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回报股东、回报投资者。

二、从即日起6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同时鼓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通过增持公司的股

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坚定对上市公司发展的信心，维护资本市场的良性发

展。

三、我们努力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加大现金分红力度，倡导资本市场价

值投资理念，共同分享上市公司发展成果。

四、我们继续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与互

信，展现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4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上市公司市值大幅缩水，面对当前

形势，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特声明如下：

1、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公司坚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向上趋势不

变，上市公司在经济发展调结构和创新发展、并购重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2、公司继续发扬“创新、高效、诚信、共赢” 的企业精神，秉承“科学发展、

特色发展、和谐发展” 的经营理念，诚信经营、规范运作，稳步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工作，加快企业转型升级，以良好的业绩来回报广大投资者。

3、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2015

年7月8日-2016年1月8日期间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同时鼓励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

跌时通过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坚定对上市公司发展的信心，

维护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

4、公司将继续努力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倡导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

共同分享上市公司发展成果。

5、公司将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积极探索股份回购、增持、股权激

励、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强化市值管理工作，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市场稳

定。

6、公司将强化信息披露，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 通过

深交所“互动易” 平台、电话、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与投资者保持坦诚沟通，

增进彼此间了解和信任，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171

证券简称：上海贝岭 公告编号：临

2015-21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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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出现剧烈波动，股价发生大幅波动。 面对当前形势，

为了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经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

会讨论，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稳定股价：

一、从即日起六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减持公司股票，并将

适时以合法合规的形式择机增持公司股票。

二、公司鼓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三、在本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公司将择机进行股票回购，减少注册

资本。

四、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通过投资者热线、

“上证e互动” 平台、公司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与投资者保持真诚沟通，增进

相互了解和信任，坚定投资者的信心。

五、公司将继续保持规范运作、诚信经营，积极提升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

优化投资者回报，增加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以稳定业绩回报投资者。

特此公告。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462

证券简称：石岘纸业 编号：临

2015-020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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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已于2015年6月3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

序， 发布了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

2015-012），公司股票已经按照相关规定自2015年6月3日起连续停牌。 2014

年6月26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5-016），本

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3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尽快确

定该重大事项， 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待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司将通过指定媒体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截至目前，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主要交易对方为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公

司及第三方，交易方式为现金购买、资产置换及其他方式等，标的资产属于通

信设备研发设计、销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等相关行业，标的资产尚未最

终确定。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工作量大，所涉及的商务谈判，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尚未最终完成，截至目前，重组各方正加紧推进

对于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243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2015-027

号

关于积极实施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举措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近期证券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为维护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控

股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管理层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的信心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拟采取如下措施，以实际行动参

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一、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1、在股票异常波动时期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如公司股价严重偏离合理价值，将择机予以增持。

3、支持公司开拓创新，勇于探索，继续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着力提高

公司质量，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二、公司将专注经营、规范发展，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切实抓好日常生

产经营，不断提高盈利能力，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

回报水平。

三、鼓励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

况下主动购买本公司股份，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股价稳定。

四、本公司将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通过现场调研、电话、邮件、“互

动易” 平台等途径，与广大投资者保持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做好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0日

股票代码：

600593

股票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代码：

2015-013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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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证券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使广大投资者利益受损，也危及上市公司

正常发展。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促进

上市公司持续、 稳定、 健康发展，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18号、【2015】5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2015）66� 号文件，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的相关通知要求及大连上市公司协会关于

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市场稳定的倡议，积极做好相关工作，具体措施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将严格

遵守承诺及相关监管要求，不减持本公司股份，坚决维护市场稳定。

二、公司控股股东将继续寻找和培育适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新项目，项目成

熟适合时按照相关文件的要求抓紧启动资产注入，坚定不移的支持上市公司

发展。

三、公司控股股东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上市公司经营发展，提升业绩，以

实际行动促进上市公司发展壮大，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四、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做好投资者的互动沟通，坚定投资者的信心。

五、 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的正常经营和稳定发展， 积极努力回报广大投资

者，以实际行动证明对中国经济、对上市公司的坚定信心，共同维护好资本市

场的良性发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B016

■ 2015年7月11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