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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经营范

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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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情况 

（1）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1 月 13 日开市起停牌 1 天，并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2）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1 月 14 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

“*ST 三维”变更为“山西路桥”，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更为 10%。    

（3）本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约

为 1400 万元至 2600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03 元至 0.06 元，详细内容见公

司 2018 年 11 月 7 日披露的《2018 年度业绩预告》。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根据公司 2018 年 11 月 7 日披露的《2018 年度业绩预告》，经公司财

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本次重组完成后，预计榆和高速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净利

润约 1.45 亿元至 1.56 亿元。根据公司与路桥集团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路桥集团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榆和高速公司在 2018 年度预测实

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18,320.80 万元。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预计 2018 年榆和高速公司存在预测净利润无法实现的风险。 



2、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情况 

（1）变更后的公司名称：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变更后的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3）证券简称启用日期：2018 年 11 月 14 日 

（4）证券代码“000755”保持不变 

 

一、公司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情况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于 2015、2016 年连续 

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2.1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7年 3月 29日起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山西三维”变更为“*ST 三维”，股票交易日涨跌幅度 

限制由 10%变更为 5%。 

    （二）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1、2017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情况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2017年度审计报告》（中天运[2018]审字第 90695号），公司 2017年度实现

营业总收入 22.90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 亿元。 

2、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4月 19日起申请停牌，推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 

于 2017年 12月 14日召开 2017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亏损严重化 

工资产剥离。同时，公司继续积极推进将高速公路资产与剩余化工资产置换的工 

作。2018年 10月 9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 

施结果的公告》等相关公告，公司已顺利将剩余化工资产与高速公路资产进行置 

换，公司主营业务已由精细化工成功转变为高速公路管理与运营。本次重组完成 

后，预计榆和高速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约 1.45 亿元至 1.56 亿元。  

3、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2.10 的相关 



规定，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表明 13.2.1 

条第（一）项情形已消除的，上市公司可以向深交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2018 年 11月 5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存在其他风险警示的情

形，公司已符合申请对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并于 2018年 11月 5

日向深交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三） 公司申请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公司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同意，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8 条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1 月

13日开市起停牌 1天，2018年 11月 14日开市起恢复交易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简称将由“*ST 三维”变更为“山西路桥”；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000755”；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由 5%恢复为 10%。 

（四）其他风险提示或者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 

1、本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约为 

1400万元至 2600万元，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03元至 0.06元，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8 年 11 月 7 日披露的《2018 年度业绩预告》。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

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受和顺区域煤矿滑坡关停、地方公路恢复通行及产业结构调整、环保政

策造成的停产限产等因素影响，置入公司的标的榆和高速公司 2018 年 1 月至 6

月实现营业收入 31,834.83 万元，亏损 4,631.29 万元；随着时间推移，区域内

煤矿企业逐步恢复生产，周边企业对环保督察工作的整改、适应，前述影响榆和

高速公司经营业绩的因素已逐步弱化甚至消除，榆和高速公司 2018 年 7 月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865.68万元,盈利 5,738.67万元；根据公司 2018 年 11月 7

日披露的《2018 年度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本次重组完

成后，预计榆和高速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约 1.45 亿元至 1.56亿元。 

根据上市公司与路桥集团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路桥集团承诺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榆和高速公司在 2018 年度预测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8,320.80 万元。基于上述情



况，公司预计 2018年榆和高速公司存在预测净利润无法实现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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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二、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情况 

（一）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变更的说明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2018 年 9 月 1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

案》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2018 年 9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ST 三维 山西路桥 

公司英文名称 SHANXI SANWEI GROUP CO.,LTD SHANXI ROAD & BRIDGE CO.,LTD 

营业范围 

主营：化工、化纤、建材产品

及焦炭的生产与销售、出口贸易；  

兼营：化工、建材高新技术研

究、开发与引进，技术转让与许可、

技术咨询、 技术培训、化工工程设

计和化工项目总承包。焦炭运销、

工业产品贸易，本企业生 产、科研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

仪表及零配件进口。石料开采。餐

饮、住宿。资产租赁。 

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基础设施的

养护、咨询服务及批准的收费；公路养护

公程；救援、清障；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室内外装饰装修；建筑材料的

销售；公路信息网络服务；汽车清洗；以

自有资金对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基础

设施项目的投资；以自有资金对港口、公

路、水路运输项目的投资。（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018年 11月 8日，公司已完成公司名称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新的营业执照。 



（二）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变更原因说明 

公司于 2017年 4月 19日起申请停牌，推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

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召开 2017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将亏损严

重的部分化工资产剥离的相关议案。同时，公司继续积极推进将高速公路资产与

剩余化工资产置换的工作；2018 年 7月 12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入资

产“山西路桥集团榆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工作已全部完成，公司成为榆和高速公司的唯一股东。2018年 10月 9日，

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公告》等相关公

告，公司已顺利将剩余化工资产与高速公路资产进行置换，公司主营业务已由精

细化工成功转变为高速公路管理与运营。 

为使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与当前业务及发展战略相契合，且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对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进行变更。目前，公

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8年 11月 8日取得了山西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 2018 年 11 月 14 日起，公司证

券简称由“*ST三维”变更为“山西路桥”，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000755。 

变更后的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能够准确地体现公司的经营特征 

和业务方向，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 

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