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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4 900907 证券简称：*ST 鹏起 *ST 鹏起 B 公告编号：临 2020-026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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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 下午 14：00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 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B 座 1201 室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8,873,92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18,578,91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295,00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18.192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175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刘玉女士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3 人，董事陈水华女士、曹剑女士、邵开海先生、雷

云先先生、严法善先生、韩志丽女士因疫情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宁二宾先生、徐敏丽女士因疫情原因未

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刘玉女士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7,436,408 99.6413 1,142,510 0.3587 0 0.0000
B股 80,800 27.3896 214,202 72.610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17,517,208 99.5745 1,356,712 0.425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对子公司提供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6,802,808 99.4424 1,776,110 0.5576 0 0.0000
B股 80,800 27.3896 214,202 72.610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16,883,608 99.3758 1,990,312 0.624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任 2019 年度
审计机构及确定审
计费用的议案

184,715,
024 99.2708 1,356,71

2 0.7292 0 0.0000

2
关于增加对子公司
提供预计担保额度
的议案

184,081,
424 98.9303 1,990,31

2 1.069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审议议案中，其中议案 2 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勤弘律师事务所
律师：韦硕 王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勤弘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545 证券简称：卓郎智能 公告编号：2020-011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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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 100 号南丰城 B 座 36 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5,841,35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3.06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雪平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 出席 2 人， 董事 Stefan� Kross 先生、 董事 Carsten�

Voigtlaender 先生、董事云天永先生、董事丁远先生、董事杨国安先生、独立董事陈杰
平先生、 独立董事谢满林先生、 独立董事 Guido� Spix 先生及独立董事 Dominique�
Turpin 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1 人，监事张月平先生、监事金浩先生、监事盛意平
先生及监事裴国庆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曾正平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首席财务官陆益民女士、首
席人力资源官成荣女士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追加对外担保授权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5,324,051 99.9485 517,300 0.051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追加对外
担保授权额度
的议案

115,564,374 99.5543 517,300 0.445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童骏先生、柴崚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021 证券简称：山东华鹏 公告编号：临 2020-013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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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3

月 13 日收到政府补助累计人民币 3,067,739.84 元（未经审计），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补助原因 /
项目名称

补助
时间

补助金额
（元）

与资产 /收
益相关 补助依据

1 稳岗返还补贴 2020-3-3 219,458 与收益
相关

2020年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申报须知

2 出口信用保险补
贴 2020-3-3 18,300 与收益

相关

关于准备收据领取省级
出口信保保费补贴的通
知

3 标准制修订补助 2020-3-10 75,000 与收益
相关 荣政发[2019]13号

4 2019企业并购重
组资金补助 2020-3-10 500,000 与收益

相关 荣政发[2019]2号

5 稳岗补助 2020-3-11 312,100 与收益
相关 鲁政办发[2020]5号

6 稳岗返还补贴
（甘肃） 2020-3-10 5,981.84 与收益

相关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政策支持疫
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7
企业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认证奖励

金
2020-3-12 2,800 与收益

相关
荣成市 2018年各类体系
新增证书

8 新增生产线设备
补贴 2020-3-13 1,793,500 与收益

相关

关于组织申报 2019年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突
破式发展补贴资金的通
知

9 信息化建设项目
补助 2020-3-13 140,600 与收益

相关

关于组织申报 2019年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突
破式发展补贴资金的通
知

合计 3,067,739.84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助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上

述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3,067,739.84 元，确认计入当期损益，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报备文件
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证券代码：600242 证券简称：中昌数据 公告编号：2020-014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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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上海申炜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上海申炜”）持有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5,972,222 股，占公司总股本 3.50%。 上海申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三盛宏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陈立军持有公司股份 193,730,728
股，占总股本 42.42%。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上海申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自 2019 年 9 月 17 日
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通过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7,432,672 股，占公
司总股本 1.63%；截止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结束。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申炜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5,972,222 3.50%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

15,972,22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22,514,023 26.83% 关联关系

上海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 34,503,172 7.55% 关联关系

陈立军 20,741,311 4.54% 关联关系

上海申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972,222 3.50% 关联关系

合计 193,730,728 42.42%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
价格
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上海申
炜投资
中心
（有限
合伙）

7,432,672 1.63% 2019/9/17～
2020/3/15

集中
竞价
交易

6.38－
9.16 53,658,717 已完成 8,539,550 1.87%

上海申炜本次减持股数中 4,300,672 股系因强制平仓被动减持导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3/17

证券代码：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16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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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全
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371 号），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38,4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期限 6
年。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将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
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666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2020-016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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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提示 ：
●增持计划内容：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拟计划
自 2020 年 3 月 4 日起 6 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A 股股
份，累计增持数量为 2000 万股。

●增持计划完成情况：2020 年 3 月 4 日至 2020 年 3 月 13 日期间， 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0,000,096 股，
占公司总股本 0.85%；累计增持金额为 89,975,153 元。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2020 年 3 月 16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通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1,281,478,4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27%。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

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 A 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累计增持数量为 2000 万股。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拟增持的股份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或

累计跌幅比例， 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 实施增持计
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0 年 3 月 4 日起 6 个月内，将根据资
本市场整体趋势安排执行（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
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根据增持计划，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自 2020 年 3 月 4 日至 2020 年 3 月 13 日期

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20,000,096 股，占
公司总股本 0.85%；累计增持金额为 89,975,153 元。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301,478,576 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55.12%。 本次增持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增持计划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
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5 号)。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增持计划及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律师核查意见
针对本次增持行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一）增持人依法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次增持及其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

提出要约豁免申请的条件。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675 股票简称：中华企业 编号：临 2020-002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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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2020� 年 3
月 12 日、3 月 13� 日、3 月 16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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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自查， 公司在上海市崇明区拥有少量的一般农业用地，《关于授权和
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对公司业绩无实质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合理判断，谨慎
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2020 年 3 月 12 日、3 月 13 日、3 月 16 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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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征询了本公

司控股股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受到疫情一定程度影响，但仍处于正常范围，公司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亦未出现大幅波动、
内部生产经营秩序较为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书面函证核实：截

至目前，除公司已披露事项之外，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与上市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收购、
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核查， 近期存在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

场传闻，主要涉及土地流转概念事项，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3 月 12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国发〔2020〕4

号)（以下简称“决定”），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
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
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
准。

公司在上海市崇明区拥有少量的一般农业用地，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原
则同意 < 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 的批复》，崇明将坚
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崇明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
的空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述《决定》对公司业绩无实质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合
理判断，谨慎投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 2020 年 3 月 12 日、3 月 13 日、3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波动幅度较大，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
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
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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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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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7 日

股票代码：600690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 2020-008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潜在私有化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进程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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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在持续探讨潜在私有化方案，并正在与相关监管机构就
该等方面探讨的潜在交易进行持续的咨询； 公司尚未向海尔电器提出确定的潜在
私有化方案，尚未就是否进行潜在私有化达成任何协议或作出其他承诺，且潜在私
有化的细节和条款（包括换股比例和时间表）尚未确定，该潜在私有化是否进行尚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19 年 12 月 12 日，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了《关于媒
体报道的澄清说明公告》， 就相关媒体报道公司计划实施 H 股上市及私有化海尔
电器集团有限公司（Haier� Electronics� Group� Co.,� Ltd.， 一家注册于百慕大群岛并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为 HK� 1169，以下简称“海尔电器”，公司
拟私有化海尔电器的相关安排以下简称“潜在私有化”）的内容进行澄清。

一、相关进展
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以下简称“《收购守

则》”）规则 3.7 的规定，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了
《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7 刊发有关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潜在私有化的公告》。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司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8 的规定，在香港交易所披露
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了《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8 作出的公告》（即
关于公司证券数目的更新公告）。

2020 年 1 月 16 日，公司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7 的规定，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
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了《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7 刊发的有关海尔电
器集团有限公司的潜在私有化的每月更新公告》（该公告为公司与海尔电器联合发
布）；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海尔智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潜在私有化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进程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2 月 14 日，公司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7 的规定，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
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了《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7 刊发的有关海尔电
器集团有限公司的潜在私有化的每月更新公告》（该公告为公司与海尔电器联合发
布）；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海尔智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潜在私有化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进程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二、每月更新公告
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7 的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关于潜在私有化磋商或考虑

的进展公告，直至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5 发布作出要约的确实意图或发布决定
不继续进行潜在私有化的公告为止。

根据前述要求，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晚间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
//www.hkexnews.hk）发布了《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7 刊发的有关海尔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的潜在私有化的每月更新公告》（该公告为公司与海尔电器联合发布），该公告
对潜在私有化的进程进行了更新，主要内容包括：公司正在持续探讨潜在私有化方
案，并正在与相关监管机构就该等方面探讨的潜在交易进行持续的咨询；截至该公
告日，公司尚未向海尔电器提出确定的潜在私有化方案，公司尚未就是否进行潜在
私有化达成任何协议或作出其他承诺，且潜在私有化的细节和条款（包括换股比例
和时间表）尚未确定，该潜在私有化是否进行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其他提示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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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555 股票简称：海航创新 公告编号：临 2020-013
900955 海创 B 股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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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 股、B 股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均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核实 ,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
经核实，公司在九龙山景区持有的土地性质均为建设用地，目前不存在持有农

用地的情况，不涉及土地流转概念。 公司在九龙山景区内的土地开发和建设严格按
照当地政府控规等相关要求进行。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 A 股、B 股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3 月 16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均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主要业务经营地理区域集中在浙江省九龙山景区，公司主要从事旅

游饮食服务业务及景区开发、建设、运营、投资等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暂未发生变
化。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问核实，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关注到相关媒体报道将公司纳入土地流转概念股，经核实，公司在九
龙山景区持有的土地性质均为建设用地，目前不存在持有农用地的情况，不涉及土
地流转概念。 公司在九龙山景区内的土地开发和建设严格按照当地政府控规等相
关要求进行。

（四）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五）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
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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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经营业绩预亏风险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发布了《2019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关于公司股票

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披露了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19,178 万元， 预计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3.3 亿元至 -2.4 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告编号：临 2020-003、临 2020-004）。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截至 2020 年 3 月 16 日，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23。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投资。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