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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29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71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停牌核查结果暨复牌以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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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 

 前期 A 股市场“供销社”概念相关股票二级市场价格整体出现上涨趋势。

公司主营业务为棉花采摘及加工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经公司自查并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未来十二个

月内均没有改变主营业务或者对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在当前公司基本

面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股票价格短期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

者防范概念炒作，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019 年至 2022 年 1-9 月，公司与山东省供销社控制下的企业发生的业

务往来主要为房屋租赁或房屋承租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成本的比例较小。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没有因为近期热点概念增加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业务往

来的计划。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2年10月31日起至12月22日累计涨幅达175.32%。

公司所属证监会行业 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3.51

倍，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28.85 倍，平均市净率为 3.58 倍。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

107.52 倍，滚动市盈率为 89.93 倍，市净率为 5.15 倍，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在当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存在估值较高的风险。公司郑重提

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12 月 9 日披露了副总经理王中兴先生、

控股股东山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计划，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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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股东在减持实施期间发生减持行为，可能会对公司股票价格造成一定影响，敬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021年、2022年 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613.55

万元、1,263.0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42

万元、332.66 万元，其中政府补助对净利润的影响额分别为 1,357.54 万元、825.83

万元。2021 年、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增加额绝对规模不

大且公司整体业绩规模不大。同时，公司经营面临行业政策、市场、技术、财务

及不可抗力因素等风险，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转让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尚有 4,487.09 万元逾期未

收回，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可能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迪尔公司以公司生产的三行、六行打包采棉机产品侵害其一项发明

专利权为由将公司及子公司新疆天鹅诉至法院。该案尚处于管辖权异议阶段，尚

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暂无法确定，对公司经营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于公司申请股票交易停牌核查的情况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天

鹅股份”）股票价格近期累计涨幅较大，自 2022 年 10 月 31 日起至 12 月 22 日

收盘，累计共有 16 个交易日涨停，累计触及 4 次异常波动，股票价格累计涨幅

达 175.32%。鉴于公司股价近期波动较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就股票交易

波动情况进行核查。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天鹅股份；证券代码：

603029）自 2022 年 12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披露核查公告后复牌。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申请股票交易停

牌核查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9）。 

鉴于相关核查工作已完成，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证券代码：603029）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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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公司 2021 年、2022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613.55 万元、1,263.0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210.42 万元、332.66 万元，其中政府补助

对净利润的影响额分别为 1,357.54 万元、825.83 万元。虽然 2021 年、2022 年前

三季度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但增加额绝对规模不大且公司整体业绩规模不

大。公司将加大产业拓展、技术创新、市场开拓、装备制造能力提升、内部管理

等，积极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但是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行业政策、市场、技术、

财务及不可抗力因素等风险，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具有不确定性。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

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

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

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前期媒体报道有涉及供销社恢复重建或重启等内容。经公司自查

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 

1、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均没有改变主营

业务或者对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为山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山东省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山东省供销社”）。山东省供销社为山东省供销

合作社的联合组织，山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山东省供销社成立的

社有资本市场化运作平台，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及资

产管理等。公司主营业务为棉花采摘及加工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聚焦

专用设备制造主业发展。 

公司作为独立运营的上市公司存续，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机构等方

面均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业务开展不

会对公司业务产生重大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

上市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均没有改变主营业务或者对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

计划，并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没有因为近期热点概念改变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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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2、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的业务往来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成

本比例较小，并且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没有因为近期热点概念增加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业务往来的计划 

经公司自查，公司与山东省供销社控制下的企业近年来发生的业务往来主要

为房屋租赁或房屋承租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成本的比例较小。2019 年、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 1-9 月发生的房屋租赁交易收入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0.35%、0.36%、0.21%、0.53%，发生的房屋承租交易成本占当年营业

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3.00%、2.40%、2.06%、3.40%。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没有因为近期热点概念增加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业

务往来的计划。如因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所需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将严格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关于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尽可能地避免或

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

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及其他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在不与法律、法规

相抵触的前提下，在权利所及范围内，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

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自查，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经向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22 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王中兴先生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通

过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40,95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337%；控股股东山

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通过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240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98%。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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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0）、《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尚未

发生股份减持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披露的风险提示，切实

提高风险意识，审慎决策、理性投资。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事项：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短期内波动幅度较大，2022 年 12 月 22 日收盘价格为 32.02

元，较最近一年内历史股价处于相对较高位置。公司股票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12月22日34个交易日中累计有16个交易日涨停，股票价格累计涨幅达175.32%。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公司所属证监会行业

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3.51 倍，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28.85 倍，平均市净率为 3.58 倍。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 107.52 倍，滚动市盈率

为 89.93 倍，市净率为 5.15 倍，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22 日，公司股票日换手率均值为 14.05%，换手

率有明显提升，成交量有明显放大，明显高于公司股票 10 月 31 日前 60 个交易

日日均换手率 1.51%的水平。 

在当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

存在估值较高的风险。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公司披

露的风险因素，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避免跟风炒作，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二）热点概念炒作风险 

公司关注到前期媒体报道有涉及供销社恢复重建等内容，A 股市场“供销社”

概念相关股票二级市场价格整体出现上涨趋势。公司控股股东为山东供销资本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公司主营业务为

棉花采摘及加工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聚焦专用设备制造主业发展。根

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行人员、资产、

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业务开展不会对公司业

务产生重大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未

来十二个月内均没有改变主营业务或者对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公司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的业务往来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成本比例较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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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没有因为近期热点概念增加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业务

往来的计划。 

在当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股票价格短期内波动幅度

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防范概念炒作，注意投资风险。 

（三）股东减持风险 

公司副总经理王中兴先生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40,950 股；控股股东山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通过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240 万股。若股东王中兴先生、山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减持计划

实施期间内发生减持行为，可能会对公司股票价格造成一定影响，敬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四）业绩增长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 2021 年、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但增加额绝对规

模不大且公司整体业绩规模不大。公司将加大产业拓展、技术创新、市场开拓、

装备制造能力提升、内部管理等，积极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但是公司经营过程中

面临着行业政策、市场、技术、财务及不可抗力因素等风险，若国家产业政策有

所调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技术创新未达预期、产品出现滞销或产品价格明显

下跌，以及发生不可抗力等情形，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公司业绩

持续增长具有不确定性。 

（五）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回收风险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与王小伟签署了《关于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

之股权回购协议》，王小伟以 17,414.73 万元的价格回购公司持有的武汉中软通

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并约定王小伟分四期支付。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小伟

已支付转让款 12,927.64 万元，占交易总价款的 74.23%，逾期尚未支付的剩余股

权转让款合计 4,487.09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计提减值准备 1,752.88

万元。公司正在积极催促王小伟尽快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逾期违约金。若王小

伟未履行后续付款义务且主要担保物出现重大不利情形，剩余转让款将存在无法

收回的风险。同时，公司将根据股权转让款回收情况及抵押物价值等综合因素进

行减值测试并相应计提坏账准备，若王小伟未履行后续付款义务且主要担保物出

现重大不利情形，可能加大坏账准备计提，将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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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利诉讼风险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收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乌鲁木

齐中院”）（2021）新 01 知民初 55 号应诉通知书、传票等相关文件，美国迪尔

公司以公司生产的三行、六行打包采棉机产品侵害了其 ZL200410085674.2 号发

明专利权为由，对公司及子公司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疆天鹅”）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2）、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0、01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案件审理法院尚未确定。鉴于法院尚未审理且诉讼结果也无法确定，目前暂

时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最终以法院审理结

果及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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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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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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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