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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板漲近2% 下季主攻科技醫藥
【大公報訊】記者王芳凝報道：

新冠疫苗研發見曙光，醫療保健類股
表現亮眼，A股收漲。截至昨日收盤
，創業板指漲近2%，報2599.88點；

滬綜指及深成指分別漲0.17%及0.67%，報
3279.71及13110.07點。分析建議，A股將延續
震盪上行格局，回調或為機會，科技、醫藥、證
券三大板塊有望成四季度行情 「主攻手」 。

大盤雖然重回升勢，但市場成交量昨日繼續
萎縮，兩市合計成交僅6607億元（人民幣，下同
）。中原證券研報認為，由於當前市場領漲熱點
散亂，持續性較差，兩市成交量始終未能有效放
大，股指短期內不具備突破的條件，未來股指繼
續維持區間震盪的可能性依然較大，預計滬綜指
短線繼續小幅整理的可能較大，創業板短線小幅

震盪可能較大。招商證券分析，國慶長假即將來
臨，部分投資者擔憂各類不確定性，更傾向於 「
持幣過節」 ，特別是2015年以來，隨着海外資金
配置A股的規模越來越大，節前減倉避險和節後加
倉的特徵更加明顯。

長江商學院昨日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本季
度投資者情緒改善顯著，本期約58.5%的受訪者
認為A股會在今後的一年上漲，比上期上升7.3個
百分點。投資者對股票的投資意願顯著提高，對
股票的淨增加人數為26.5%，比上期提高10個百
分點。

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投資研究中心主任劉勁
對記者表示，A股市場的賺錢效應並不低，股民感
覺賺不到錢的主要原因是熱衷炒作，建議投資者
秉持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的理念，尋找好標的。

暴漲
背後

上市公司提醒：遠離極端走勢行情
【大公報訊】深交所近日對新余

國科（300722）發出關注函，新余
國科在回覆關注函內直言，公司目前
的估值水平與經營業績不匹配，提醒
投資者秉持價值投資理念。新余國科

本周已連續兩日漲停，昨日最高升15.28%，收
跌0.62%報41.76元（人民幣，下同）。

關注函表示，9月1日至22日，新余國科股價
由21.02元上漲至42.02元，累漲99.9%，與同期
創業板綜指漲幅偏離值較大。深交所提出包括 「
請結合行業趨勢、市場需求、產品競爭力、行業
地位變化情況等因素說明最近一年一期淨利潤下

滑的原因，核實公司核心競爭力是否發生重大不
利變化，並充分向投資者提示相關風險」 等要求
，就相關事項做出書面說明。

新余國科回覆關注函時強調，公司目前的生
產經營情況和其他內外部經營環境也未發生重大
變化，公司的業務涉及國防業務，近期A股市場
上從事國防業務的上市公司受到追捧。除此以外
，不存在對公司股票交易價格可能產生較大影響
的未公開重大信息、市場傳聞、熱點概念等。提
醒廣大投資者秉持價值投資理念，切勿追隨投機
思維，遠離極端走勢行情，以免股價急漲急跌造
成個人投資重大損失。

經濟 責任編輯：王文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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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 制 亂 象
大公報記者 彭巧容

妖股炒風烈 深交所限制黑手交易
自從創業板實行日內漲跌幅限制擴至20%以來，妖股炒作的風氣愈演愈

烈，交易所遏制亂象亦不手軟。因涉異常交易，深交所限制豫金剛石、長方
集團兩位自然人交易。連同此前中國證監會已立案調查的天山生物，自上月
24日創業板註冊制實施以來，豫金剛石（300064）、天山生物（300313）、
長方集團（300301）累計已分別漲超172.14%、160.47%、102.70%。三隻股份
昨日總成交達到41.46億元（人民幣，下同）。市場人士直言，要警惕股份的
風險。

專家：小盤股易操控 勿盲目跟隨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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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全資子公司對外擔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
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擔保情況概述
為滿足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子

公司生產經營的資金需求，公司全資子公司北京京糧食品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 「京糧食品」）於 2020年9月22日為其全資子公
司北京京糧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京糧油脂」）於中國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授信提供擔保，擔保金額為2億元。擔保方式為
連帶責任保證擔保（以下簡稱 「本次擔保」）。

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以8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
權，審議通過了《關於向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及擔保預計的議案
》；公司2019年度股東大會，經參加股東大會現場投票、網絡投
票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有效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審議
通過了《關於向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及擔保預計的議案》。

二、額度審議情況
單位：萬元

擔保
方

京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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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擔
保方

京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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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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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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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擔保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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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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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後擔
保餘額

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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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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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00

三、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被擔保人名稱：北京京糧油脂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3 月 4 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區廣安門內大街316號522室
法定代表人：董志林
註冊資本：5,000 萬元人民幣
經營範圍：批發（非實物方式）預包裝食品、散裝食品；銷

售油料作物、經濟作物、飼料：倉儲服務（需要審批除外）；貨
物進出口、技術進出口、代理進出口；經濟貿易咨詢。

股權結構：公司持有京糧食品100%股權，京糧食品持有京
糧油脂100%股權。

2019 年12月31日，該公司資產總額96,485.10萬元，負債總
額87,728.78萬元（流動負債87,432.79萬元），淨資產8,756.32萬
元，營業收入202,274.64萬元，利潤總額1,657.69萬元，淨利潤1,
272.24萬元。截至2020 年6月30日，該公司（未經審計）資產總
額57,617.39萬元，負債總額47,173.56萬元（銀行貸款3,500萬元
，流動負債47,173.56萬元），淨資產10,443.83萬元，營業收入
136,810.79萬元，利潤總額1,050.93萬元，淨利潤1,687.51萬元。

經查詢，被擔保方京糧油脂不是失信被執行人。
四、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
擔保方：京糧食品
被擔保方：京糧油脂
保證方式：連帶責任保證
擔保期間：主債權發生期間屆滿之日起兩年
擔保金額：20,000萬元
五、董事會意見
1、本次擔保基於公司日常業務的需求，有利於緩解京糧油

脂的資金壓力，降低融資成本，保障公司經營目標的實現。
2、京糧油脂為京糧食品全資子公司，企業管理規範，經營

狀況良好，京糧食品為其提供全額連帶責任保證擔保，擔保風險
處於可控範圍之內，擔保風險較小。

六、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本次擔保提供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外擔保總餘額折合人

民幣總計 20.395 億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比例為
84.77%。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對合併
報表外單位提供的擔保，公司不存在逾期對外擔保、涉及訴訟的
擔保及因擔保被判決敗訴而應承擔損失的情況。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20年9月24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
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0年
9月7日召開了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
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具體情況詳見公司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公告》（
2020-057）、《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
東大會決議公告》（2020-060）。

2020年9月22日，公司已辦理完成工商變更登記及備案手續
，取得了海南省市場監督管理局換發的《營業執照》，具體信息
如下：

公司名稱：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4600002012845568
類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國有控股）
住所：海口市濱海大道珠江廣場帝豪大廈29層
法定代表人：李少陵

註冊資本：柒億貳仟陸佰玖拾伍萬零貳佰伍拾壹圓整
成立日期：1988年03月22日
營業期限：1988年03月22日至2025年09月20日
經營範圍：食品、飲料、油脂、油料及其副產品、植物蛋白

及其製品、有機肥料、微生物肥料、農業肥料的生產銷售；土地
整理、土壤修復；農業綜合種植開發、畜牧及水產養殖業，農業
器械的生產和銷售；計算機網絡技術、通訊項目投資，高新技術
產品研製和開發應用；環保項目投資及咨詢；動漫、平面設計；
貨物及技術進出口貿易；自有房屋的租賃。（一般經營項目自主
經營，許可經營項目憑相關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經營）（依法須
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20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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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完成工商變更登記的公告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0-061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全資子公司對外擔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
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擔保情況概述
為滿足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子

公司生產經營的資金需求，公司全資子公司北京京糧食品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 「京糧食品」）於 2020年9月22日為其全資子公
司北京京糧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京糧油脂」）於中國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授信提供擔保，擔保金額為2億元。擔保方式為
連帶責任保證擔保（以下簡稱 「本次擔保」）。

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以8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
權，審議通過了《關於向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及擔保預計的議案
》；公司2019年度股東大會，經參加股東大會現場投票、網絡投
票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有效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審議
通過了《關於向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及擔保預計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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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被擔保人名稱：北京京糧油脂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3 月 4 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區廣安門內大街316號522室
法定代表人：董志林
註冊資本：5,000 萬元人民幣
經營範圍：批發（非實物方式）預包裝食品、散裝食品；銷

售油料作物、經濟作物、飼料：倉儲服務（需要審批除外）；貨
物進出口、技術進出口、代理進出口；經濟貿易咨詢。

股權結構：公司持有京糧食品100%股權，京糧食品持有京
糧油脂100%股權。

2019 年12月31日，該公司資產總額96,485.10萬元，負債總
額87,728.78萬元（流動負債87,432.79萬元），淨資產8,756.32萬
元，營業收入202,274.64萬元，利潤總額1,657.69萬元，淨利潤1,
272.24萬元。截至2020 年6月30日，該公司（未經審計）資產總
額57,617.39萬元，負債總額47,173.56萬元（銀行貸款3,500萬元
，流動負債47,173.56萬元），淨資產10,443.83萬元，營業收入
136,810.79萬元，利潤總額1,050.93萬元，淨利潤1,687.51萬元。

經查詢，被擔保方京糧油脂不是失信被執行人。
四、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
擔保方：京糧食品
被擔保方：京糧油脂
保證方式：連帶責任保證
擔保期間：主債權發生期間屆滿之日起兩年
擔保金額：20,000萬元
五、董事會意見
1、本次擔保基於公司日常業務的需求，有利於緩解京糧油

脂的資金壓力，降低融資成本，保障公司經營目標的實現。
2、京糧油脂為京糧食品全資子公司，企業管理規範，經營

狀況良好，京糧食品為其提供全額連帶責任保證擔保，擔保風險
處於可控範圍之內，擔保風險較小。

六、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本次擔保提供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外擔保總餘額折合人

民幣總計 20.395 億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比例為
84.77%。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對合併
報表外單位提供的擔保，公司不存在逾期對外擔保、涉及訴訟的
擔保及因擔保被判決敗訴而應承擔損失的情況。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20年9月24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
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0年
9月7日召開了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
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具體情況詳見公司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公告》（
2020-057）、《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
東大會決議公告》（2020-060）。

2020年9月22日，公司已辦理完成工商變更登記及備案手續
，取得了海南省市場監督管理局換發的《營業執照》，具體信息
如下：

公司名稱：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4600002012845568
類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國有控股）
住所：海口市濱海大道珠江廣場帝豪大廈29層
法定代表人：李少陵

註冊資本：柒億貳仟陸佰玖拾伍萬零貳佰伍拾壹圓整
成立日期：1988年03月22日
營業期限：1988年03月22日至2025年09月20日
經營範圍：食品、飲料、油脂、油料及其副產品、植物蛋白

及其製品、有機肥料、微生物肥料、農業肥料的生產銷售；土地
整理、土壤修復；農業綜合種植開發、畜牧及水產養殖業，農業
器械的生產和銷售；計算機網絡技術、通訊項目投資，高新技術
產品研製和開發應用；環保項目投資及咨詢；動漫、平面設計；
貨物及技術進出口貿易；自有房屋的租賃。（一般經營項目自主
經營，許可經營項目憑相關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經營）（依法須
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20年9月24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0-062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完成工商變更登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被擔保人名稱：Sailing Investment Co, S.à r.l.
● 本次擔保金額：3億歐元
● 本次擔保是否有反擔保：無
● 對外擔保逾期的累計金額：無
一、擔保情況概述
於2020年9月23日，上海錦江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錦江酒店」、 「本公司」或 「公司」）與中
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簡稱 「民生銀
行」）就Sailing Investment Co, S.à r.l.（盧森堡海路投資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海路投資」）3億歐元流動資金貸款
借款合同簽署《保證合同》。

上述擔保事項已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
議、第二十九次會議、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
過。

二、被擔保人的基本情況
公司名稱：Sailing Investment Co, S.à r.l.
註冊資本：50,012,500歐元
註冊地址：1 rue Hildegard von Bingen 1282 Luxembourg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
股東情況：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錦盧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透過其全資子公司上海錦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100%
持有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海路投資資產總額為129,363萬
歐元，負債總額為124,724萬歐元，銀行貸款總額為74,600
萬歐元，關聯方貸款為50,000萬歐元，流動負債總額為324
萬歐元，資產淨額為4,639萬歐元，2019年度實現投資收益
1,548萬歐元，年度綜合收益總額-52.78萬歐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海路投資資產總額為128,909萬
歐元，負債總額為124,676萬歐元，銀行貸款總額為124,500
萬歐元，流動負債總額為2,076萬歐元，資產淨額為4,233萬
歐元，2020年1-6月實現投資收益382萬歐元，綜合收益總
額-406萬歐元。

海路投資與上市公司的關係：

三、董事會意見
董事會經審議認為，上述擔保符合公司實際經營需

要，且被擔保對像為公司全資子公司，擔保風險總體可
控，不會對公司的正常運作和業務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同
意公司為上述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

四、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同意公司為下屬控股子公司海路投資的

銀行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
公司嚴格按照國家有關對外擔保法律法規履行了決策

程序，董事會審議、表決程序符合《公司法》、《證券
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及
《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上述擔保事項是為了滿足海路投資歸還貸款的需要，
海路投資經營穩定，資信狀況良好，公司為海路投資提供
連帶責任保證的擔保方式不會損害公司利益，符合公司經
營需要。

五、公司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實際發生的對外擔保（含對全資

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擔保）總額為3億歐元，不存在
逾期對外擔保。

六、備查文件目錄
1、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二十九次會議決議

和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
2、公司獨立董事關於錦江酒店九屆二十六次、二十九

次董事會相關議案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錦江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年9月24日

證券代碼：600754/900934 證券簡稱：錦江酒店/錦江B股 公告編號：2020-041

上海錦江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為全資子公司海路投資提供擔保的公告

錦江酒店

上海錦盧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錦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Sailing Investment Co, S.à r.l.

100%

100%

100%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被擔保人名稱：Sailing Investment Co, S.à r.l.
● 本次擔保金額：3億歐元
● 本次擔保是否有反擔保：無
● 對外擔保逾期的累計金額：無
一、擔保情況概述
於2020年9月23日，上海錦江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錦江酒店」、 「本公司」或 「公司」）與中
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簡稱 「民生銀
行」）就Sailing Investment Co, S.à r.l.（盧森堡海路投資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海路投資」）3億歐元流動資金貸款
借款合同簽署《保證合同》。

上述擔保事項已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
議、第二十九次會議、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
過。

二、被擔保人的基本情況
公司名稱：Sailing Investment Co, S.à r.l.
註冊資本：50,012,500歐元
註冊地址：1 rue Hildegard von Bingen 1282 Luxembourg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
股東情況：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錦盧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透過其全資子公司上海錦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100%
持有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海路投資資產總額為129,363萬
歐元，負債總額為124,724萬歐元，銀行貸款總額為74,600
萬歐元，關聯方貸款為50,000萬歐元，流動負債總額為324
萬歐元，資產淨額為4,639萬歐元，2019年度實現投資收益
1,548萬歐元，年度綜合收益總額-52.78萬歐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海路投資資產總額為128,909萬
歐元，負債總額為124,676萬歐元，銀行貸款總額為124,500
萬歐元，流動負債總額為2,076萬歐元，資產淨額為4,233萬
歐元，2020年1-6月實現投資收益382萬歐元，綜合收益總
額-406萬歐元。

海路投資與上市公司的關係：

三、董事會意見
董事會經審議認為，上述擔保符合公司實際經營需

要，且被擔保對像為公司全資子公司，擔保風險總體可
控，不會對公司的正常運作和業務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同
意公司為上述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

四、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同意公司為下屬控股子公司海路投資的

銀行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
公司嚴格按照國家有關對外擔保法律法規履行了決策

程序，董事會審議、表決程序符合《公司法》、《證券
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及
《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上述擔保事項是為了滿足海路投資歸還貸款的需要，
海路投資經營穩定，資信狀況良好，公司為海路投資提供
連帶責任保證的擔保方式不會損害公司利益，符合公司經
營需要。

五、公司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實際發生的對外擔保（含對全資

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擔保）總額為3億歐元，不存在
逾期對外擔保。

六、備查文件目錄
1、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二十九次會議決議

和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
2、公司獨立董事關於錦江酒店九屆二十六次、二十九

次董事會相關議案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錦江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年9月24日

證券代碼：600754/900934 證券簡稱：錦江酒店/錦江B股 公告編號：2020-041

上海錦江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為全資子公司海路投資提供擔保的公告

錦江酒店

上海錦盧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錦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Sailing Investment Co, S.à r.l.

100%

100%

100%

申請新酒牌公告
非 飯

現特通告：程珺遙其地址為九龍土
瓜灣下鄉道36號華懋華強大廈3字樓
F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紅磡
馬頭圍道88號海青閣地下C舖非飯的
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
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
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0年9月24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非 飯

現特通告：程珺遙其地址為九龍土
瓜灣下鄉道36號華懋華強大廈3字樓
F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紅磡
馬頭圍道88號海青閣地下C舖非飯的
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
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
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0年9月24日

證券代碼：000726、200726 證券簡稱：魯泰A、魯泰B 公告編號：2020-068
債券代碼：127016 債券簡稱：魯泰轉債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加山東轄區上市公司2020年度投資者網上

集體接待日活動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為進一步加強與廣大投資者的溝通交流，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 「公司」）將參加 「山東轄區上市公司2020年度投資者網上集體接待
日」活動，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本次投資者網上集體接待日活動將通過深圳市全景網絡有限公司提供的
網上平台舉行，投資者可以登錄 「全景·路演天下」網站（http://rs.p5w.net）
參與本次投資者網上接待日活動，時間為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55。

屆時公司董事會秘書張克明先生、證券事務代表鄭衛印先生、李琨女士
將採用網絡在線交流的方式，與投資者進行溝通交流。歡迎廣大投資者積極
參與。

特此公告。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年9月24日

證券代碼：000726、200726 證券簡稱：魯泰A、魯泰B 公告編號：2020-068
債券代碼：127016 債券簡稱：魯泰轉債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加山東轄區上市公司2020年度投資者網上

集體接待日活動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為進一步加強與廣大投資者的溝通交流，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 「公司」）將參加 「山東轄區上市公司2020年度投資者網上集體接待
日」活動，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本次投資者網上集體接待日活動將通過深圳市全景網絡有限公司提供的
網上平台舉行，投資者可以登錄 「全景·路演天下」網站（http://rs.p5w.net）
參與本次投資者網上接待日活動，時間為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55。

屆時公司董事會秘書張克明先生、證券事務代表鄭衛印先生、李琨女士
將採用網絡在線交流的方式，與投資者進行溝通交流。歡迎廣大投資者積極
參與。

特此公告。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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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升幅異常被交易所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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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整理

喻悌奇、李連生在交易豫金剛石、長方集團
股票的過程中，嚴重影響了證券交易價格和
交易量，深交所決定從9月23日起至10月7日
止對兩人名下的證券賬戶採取限制交易措施

孫煜在交易貴州燃氣股票的過程中，出現以
盤中拉升方式炒作股價的異常交易行為，影
響了市場正常交易秩序，涉及金額較大，交
易所對其名下相關證券賬戶實施限制交易3個
月

賴國昌在交易方大炭素股票的過程中，出現
以漲幅限制價格頻繁、大量申報又頻繁撤銷
申報的異常交易行為，上交所決定對賴國昌
名下的相關證券賬戶實施限制交易3個月

夏德勝在壽仙谷股票的交易中，再次出現了
以漲幅限制價格頻繁、大量申報又撤銷的異
常交易行為，決定對夏德勝名下的相關證券
賬戶實施限制交易1個月

▲分析人士提醒，小盤股股價容易被拉升，部分個
股股價連續大漲蘊藏極大風險，投資者不要盲目跟
隨炒作 資料圖片

天山生物、豫金剛石、長方集團等停牌多日
的創業板妖股周二集體復牌，與市場預期不同的
是，這三隻股票復牌後仍遭到投機資金的瘋狂追
逐，特別是豫金剛石，儼然成為短線資金投機的
天堂，該股周二盤中一度上演地天板走勢，昨日
雖已澄清不具備進行重大資產重組、再融資的條
件，但股價依然劇烈震盪，盤中震盪幅度超過
25%，最大的升跌幅度均為11%，最後收跌
0.7%。

截至收盤，豫金剛石、長方集團和天山生物
昨日分別收報7.13元、6元和24.25元。

李連生喻悌奇屢教不改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深交所公布的兩份限制

交易決定書揭開了這些妖股背後的部分炒手：因
異常交易豫金剛石和長方集團，投資者李連生和
喻悌奇遭深交所限制交易，從2020年9月23日起
至2020年10月7日，限制相關賬戶買入深交所上
市交易的所有股票。

盤後數據顯示，招商證券深圳後海證券營業
部買入4275萬元（人民幣，下同）天山生物；東
方財富證券三營業部則賣出超7000萬元。長方集
團方面，買入前三席位均為東方財富營業部；東
方財富證券拉薩團結路第二證券營業部買入5067
萬元並賣出3938萬元。

據深交所披露，喻悌奇自今年3月以來多次

因異常交易行為被深交所監管部門採取監管措施
，而李連生自今年1月以來也以同樣原因被深交
監管部門採取監管措施，但兩者均仍未改正，繼
續從事異常交易行為，而且情節嚴重，深交所決
定採取行動。

異常交易行為情節嚴重
創業板註冊制實施一個月以來，隨着日漲跌

波幅擴大至上下20%，妖股也橫空出世。為維護
市場秩序、保障投資者利益，9月8日晚間，深交
所罕見地同時對三隻創業板 「妖股」 進行停牌核
查。

深交所其時表示，天山生物觸發異常波動
標準，依規再次對其要求停牌核查。豫金剛石
、長方集團交易與天山生物具有相似特徵，均
觸發嚴重異常波動標準，也被要求停牌核查。
三公司9月9日起停牌，至9月22日（周二）才恢
復交易。

南開大學金融研究院院長田利輝表示，低價
小盤股相對容易控盤，歷史屢屢證明，散戶參與
股票炒作的風險很大，往往會被剪羊毛、割韭菜
。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多次提醒，
創業板遭到爆炒的個股普遍是盤子小、市值低，
股價容易被拉升，部分個股股價連續大漲蘊藏極
大風險，投資者不要盲目跟隨炒作，否則可能會
承受巨大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