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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2               证券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 2021－025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 

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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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对最近五年是否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

派出机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结果如下： 

一、2016 年 7 月 5 日，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关于对上海新梅

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16〕43 号） 

（一）主要内容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喀什中盛创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中盛”）于 2012年与辅仁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辅仁集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受让辅仁集团持有的河南

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河酒业”）5%的股份。根据该《股份转让协

议》的约定，如果宋河酒业在相关股份转让完成三年内（2015 年 12 月 18 日前）未

能完成公开发行上市，喀什中盛有权要求辅仁集团回购该 5%股份，回购价格为转让

价格（1.35 亿元）及每年 12%的固定利息。2013 年，喀什中盛成为你公司全资子公

司，你公司 2013年 6月 8日公告的《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补充公告》对回购事项进

行了披露。2014年 12月，喀什中盛与辅仁集团、河南辅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辅仁控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原《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由

辅仁集团承担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义务等）以及享有的全部权利转由辅仁

控股承担和享受，辅仁集团同意就上述全部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在辅仁集团成为辅仁

控股全资子公司后，辅仁集团上述全部义务的连带责任自动解除。2015 年 12 月 31

日，辅仁集团成为辅仁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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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情况，你公司未能及时披露，直到 2016 年 4

月 1日公告的《涉及仲裁公告》才披露相关事项。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现对你公司予以警示。你公司应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意识，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我会（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6 个月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整改情况 

公司对警示函措施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及时对董事会及监事会规范

运作情况、信息披露管理情况进行全面自查，认真分析原因，及时组织整改。公司主

动加强了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诚实守信和及时、准确、完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规范运

作意识，吸取教训，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二、2016 年 11 月 1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纪律处分决定书〔2016〕51号） 

（一）主要内容 

当事人：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A 股证券简称：*ST 新梅，A 股证券代

码：600732；张静静，时任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查明，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新梅”或“公司”）在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方面，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1、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不审慎，风险揭示不充分 

2015年 8月 25日，*ST新梅因筹划重大事项进行停牌。2015年 12月 8日，公

司在停牌 3 个月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阴戎辉机

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戎辉”）100%股权。2016年 1月 5日，公司

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修订稿），公司股票同日复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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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9 日，公司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称，交易对方江阴戎辉的股

东提出两项要求：其一，评估上市公司股权诉讼等事项对公司治理稳定性的影响，以

及该等影响是否可能导致本次交易需要重新履行保密审批；其二，评估在当前公司治

理现状下公司重组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公告同时披露，重组各方就此分析

了本次交易尚需克服的法律障碍及继续履行重组的相关要求，并决定终止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公司股权诉讼事项及相关公司治理状况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前即客观存在，

公司及相关重组各方在筹划资产重组过程中，即应充分考虑相关事项对重组事项的

影响，进而决定是否推出重组方案。公司前期的信息披露也未就该等事项可能导致重

组事项终止作出有针对性的风险揭示。在披露预案 5个月后，在相关诉讼事项、公司

治理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及重组各方决定终止重组，反映公司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不审慎，且相关风险揭示不充分，对投资者预期产生误导。 

2、未及时披露股份回购协议变动情况 

2012年 11月，喀什中盛创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中盛”）与辅仁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仁集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受让辅仁集团持有的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河酒业”）5%的股份。协议约定，如

果宋河酒业在相关股份转让完成 3 年内（2015 年 12 月 18 日前）未能完成公开发行

上市，喀什中盛有权要求辅仁集团回购其所出让的全部股份，回购价格为转让价格

（1.35亿元）及每年 12%的固定利息。 

2013 年 6 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喀什中盛股权的议案》，收

购完成后喀什中盛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14年 12月，喀什中盛与河南辅仁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辅仁控股”）、辅仁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

定原《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由辅仁集团承担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义务等）

以及享有的全部权利转由辅仁控股承担和享受，辅仁集团同意就上述全部义务承担

连带责任；在辅仁集团成为辅仁控股全资子公司后，辅仁集团上述全部义务的连带责

任自动解除。 

《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涉及到回购主体的变更，属于应当披露的交易的重大

进展，但公司迟至 2016年 4月 1日才披露了相关事项。公司在相关协议发生重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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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时，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不审慎，相关风险揭示不充分，且未及时披露股份

回购协议变动情况，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

市规则》”）第 2.1 条、第 2.3 条、第 7.5 条的规定。时任董事长张静静作为公司主

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未勤勉尽责，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

《股票上市规则》第 2.2条、第 3.1.4条、第 3.1.5条的规定，以及其在《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纪律处分委

员会审核通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2 条、第 17.3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等规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上海新梅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张静静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

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二）整改情况 

公司收到通报批评决定书后，认真梳理了在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逐项整改落实，组织相关人员认真进行了反思，着重从自身的观念、

学习和管理等方面深刻查找原因，同时启动了内部问责机制，时任董事长张静静辞去

了公司董事长职务。公司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加强了规范运作知识的

培训教育，提高合法、合规意识和专业执业能力，努力做到勤勉尽责，切实提高公司

规范运作水平。 

三、2016 年 11 月 1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何婧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16〕0083号） 

（一）主要内容 

当事人：何婧，时任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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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明，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新梅”或“公司”）在信

息披露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1、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不审慎，风险揭示不充分 

2015年 8月 25日，*ST新梅因筹划重大事项进行停牌。2015年 12月 8日，公

司在停牌三个月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阴戎辉机

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戎辉”）100%股权。2016年 1月 5日，公司

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修订稿），公司股票同日复牌交易。 

2016 年 6 月 9 日，公司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称交易对方江阴戎辉的股

东提出两项要求：其一，评估上市公司股权诉讼等事项对公司治理稳定性的影响，以

及该等影响是否可能导致本次交易需要重新履行保密审批；其二，评估在当前公司治

理现状下公司重组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公告同时披露，重组各方就此分析

了本次交易尚需克服的法律障碍及继续履行重组的相关要求，并决定终止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公司股权诉讼事项及相关公司治理状况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前即客观存在，

公司及相关重组各方在筹划资产重组过程中，即应充分考虑相关事项对重组事项的

影响，进而决定是否推出重组方案。公司前期的信息披露也未就该等事项可能导致重

组事项终止作出有针对性的风险揭示。公司在披露预案 5个月后，在相关诉讼事项、

公司治理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及重组各方决定终止重组，反映公司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不审慎，且相关风险揭示不充分，对投资者预期产生误导。 

2、未及时披露股份回购协议变动情况 

2012年 11月，喀什中盛创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中盛”）与辅仁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仁集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受让辅仁集团持有的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河酒业”）5%的股份。协议约定，如

果宋河酒业在相关股份转让完成三年内（2015 年 12 月 18 日前）未能完成公开发行

上市，喀什中盛有权要求辅仁集团回购其所出让的全部股份，回购价格为转让价格

（1.35亿元）及每年 12%的固定利息。 

2013 年 6 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喀什中盛股权的议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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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完成后喀什中盛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14年 12月，喀什中盛与河南辅仁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辅仁控股”）、辅仁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

定原《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由辅仁集团承担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义务等）

以及享有的全部权利转由辅仁控股承担和享受，辅仁集团同意就上述全部义务承担

连带责任；在辅仁集团成为辅仁控股全资子公司后，辅仁集团上述全部义务的连带责

任自动解除。 

《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涉及到回购主体的变更，属于应当披露的交易的重大

进展，但公司迟至 2016年 4月 1日才披露了相关事项。公司在相关协议发生重大变

更时，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不审慎,相关风险揭示不充分，且未及时披露股份

回购协议变动情况，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

市规则》”）第 2.1 条、第 2.3 条、第 7.5 条的规定。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形，本

所已对公司及董事长张静静做出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决定。 

时任董事会秘书何婧作为公司直接责任人，未勤勉尽责，对公司的违规行为也负

有责任，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2条、第 3.1.4条、第 3.2.2条的规定，以及在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另经核实，与本次重

组交易对方相关的谈判、商谈、中介机构的选聘等事项由时任董事长张静静决定，公

司内部没有召开过办公会议讨论，董事会秘书何婧没有实际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筹划，可酌情减轻处理。 

鉴于上述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部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对时任上海

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婧予以监管关注。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

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二）整改情况 

公司收到监管关注决定书后，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认真进行了反思，着重从自身的

观念、学习和管理等方面深刻查找原因，并总结了在公司治理、决策流程和信息披露



7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逐项整改落实。公司也启动了内部问责机制，时任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何婧辞去了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以此为鉴，组织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开展了规范运作知识的培训教育，提高合法、合规意识和专业执业

能力，督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

作水平。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最近五年内无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采取

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