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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隆盛新材料股分有限/Ak司

信息波露管理制度

第一章 恙 則

第一条 力規疱咸都隆盛新材料股伶有限公司(以 下箇称“公司")

及相美信息披露又弁人的信息披露行力,カロ張信息披露事弁管理,明

硫公司内部和有美人員的信息抜露取責疱曰利保密責任,保夕公司不ロ

投資者的合法収益,根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ヨト上市公余公

司監督管理力、法》《♯上市公炎公司監管指弓1第 1号》《全国中小企立

股分装■系坑立弁規只1(拭行 )》 《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桂牌公

司信息披露タロス1》 (以 下筒称 《信息披露如ス1》 )等法律、行政法規、

部 |¬ 規章、規疱性文件和 《咸都隆盛新材料股倫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筒称 《公司章程》)有美規定,井結合公司実際情況,市1定本市1度 。

第二条 本市1度所称 “信息"足指公司桂牌前的信息披露及桂牌

后持象信息披露,其 中桂牌后持象信息披露包指定期扱告不口1臨 叶扱告。

本市1度所称 “重大信息"足指対公司股票及其他江券品紳紫■介

格可能声生校大影噛的信息。

公司控股子公司友生的対公司股票特性介格可能声生校大影噛

的信息,机 同公司的重大信息。

第二条 本市1度適用以下人員和机胸 :

1、 公司董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和信息披露事券管理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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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 ;

3、 公司監事和監事会 ;

4、 公司高数管理人員;

5、 公司控股股末和持股 5%以 上的人股末 ;

6、 其他負有信息披露取責的公司人員不口部 |¬ 。

第四条 本市1度 由董事会負責建立井保江有残実施,董事K是信

息披露事芥管理市1度 的第一責任人,董 事会秋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負

責信息事券的具体称凋。董事会秘ギ高取或者或信息披露負責人交劫

元人接誉或因故不能履行取責叶,公 司董事会泣当及叶指定一名高象

管理人員負責信息披露事弁井披露。

第二章 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只1和一般規定

第五条 公司及相美信息披露文券人泣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規、

部 |¬ 規章、《信息披露如ス1》 以及全国中小企立股倫特性系銃友布的

相美規定,履行信息披露又弁。除上述法定信息披露又弁え外,公 司

泣当在不渉及敏感財券信息、商立秋密的基砧上,主劫、及叶地披露

対股末和其化不J益相美者決策声生校大影噛的信息,包括但不限千公

司的友晨哉略、姪菅理念、公司均不1益相美者的美系等。

第六条 信息披露文弁人庄当真実、准後、完整、及叶地披露信

息,不得有虚仮泥載、渓早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井対其真実性、准

碗性、完整性承担相泣的法律責任。

第七条 公司泣当及叶、公平地波露所有対公司股票及其行生品

紳交易介格可以声生校大影哨的信息,井杵公告禾口相美各査文件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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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同上扱全国中小企立股倫若性系坑。

第八条 公司及公司的董事、監事、高数管理人員泣当忠実、勤

勉履行取責,保江披露信息的真実、准晩、完整、及叶、公平;女口不

能保近,庄 当作出相泣声明井滉明理由。

第九条 公司友生的或均え有美的事件没有迭rll《信息披露如ス1》

規定的披露林准,或者 《信息披露如ス1》 没有具体規定,但全国中小

企立股分特性系坑或者公司董事会汰力咳事件対公司股票及其行生

品紳交易介格可能声生較大影哨的,公司庄当レヒ照 《信息披露如ス1》

及叶披露。

第十条 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任何失口情人不得公升或者泄露咳

信息,不得dll用 核信息避行内幕交易。

公司董事、監事、高象管理人員和其他知情人員在信息披露前 ,

不得泄露公司的内幕信息,不得逃行内幕交易或者配合他人操鉄公司

股票及其行生品紳交易介格。

第十一条 公司披露信息叶,皮 当使用事実描述性活言,保江其

内容箇明掘要、通俗易71t,突 出事件実反,不得合有任何宣侍、片告

等内容。

第十二条 公司披露重大信息え前,庄 当た主亦券商常査,公司

不得披露未姪主力、券商常査的重大信息。

公司在其他媒体披露信息的叶同不得早千指定波露平台的披露

叶同。

第十二条 公司指定中国江監会汰可的根数力千1登公司公告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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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扱妖,指定全国中小企立股倫緒性系銃図靖力信息

抜露囲靖。

公司不得以新同友布或者答泥者同等其化形式代替公司泣当履

行的扱告、公告又券,不得以定期扱告形式代替庄当履行的1臨 叶扱告

又弁。董事、監事、高坂管理人員泣当逍守井促使公司逹守前述規定。

第十四条 公司董事、監事及高数管理人員或其持有公司股票情

況友生変更叶,公 司泣当在西企特性曰内杵最新資料向全国中小企立

股分特性系坑扱各。

上述新任董事、監事庄当在股末大会或者取工代表大会通辻其任

命后五企特注日内,新任高数管理人員泣当在董事会通辻其任命后五

企特注 日内答署遵守全国中小企立股伶鶉性系坑立券規只J及監管要

求的 《董事 (監事、高数管理人員)声 明及承諾ギ》,井 向全国中小

/■■立股分鶉性系坑扱各。

第十五条 由主亦券商指早不口督促公司規疱履行信息披露,対公

司信息披露文件逃行事前常査。

友現似披露的信息或已抜露信息存在任何借浜、遺漏或者渓早的 ,

或者友現存在庄当披露而未披露事項的,主亦券商泣当要求公司辻行

更正或ネト充。公司拒不更正或ネト充的,主亦券商泣当在西企輪■国内

友布凩隆掲示公告井向全国中小企立股倫特性系坑扱告。

第二章 信息波露的落曰

第十六条 公司庄当披露的信息文件包指定期扱告
～

1傷 叶被告等。

第四章 定期根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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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公司泣当披露的定期根告包括年度報告、半年度扱告 ,

可以披露季度扱告。

公司泣当在毎今会十年度箸末之 日起四今月内編+1井披露年度

扱告;半年度報告庄当在毎企会十年度的上半年結末え曰起 2今月内

予以披露;披露季度扱告的,公司庄当在毎今会十年度前二企月、九

今月結束后的一今月内披露季度扱告,第一季度扱告的抜露叶同不得

早千上一年的年度扱告。

第十八条 公司庄当按照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安排的叶同

披露定期被告,因 故需要交更抜露叶目的,泣 当告知主力、券商井向仝

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申済,全 国中小企立股倫特性系坑祝情況決

定是否調整。

第十九条 公司年度被告中的財券報告又須姪具有江券、期貨相

美立券資格的会サリT事券所申汁。公司不得随意交更会汁りT事券所 ,

女口晩需交更的,庄 当由董事会常決后提交股末大会常決。

第二十条 公司不得随意交更会サリT事券所,女口硫需交更的,泣

当由董事会常決后提交股末大会常袂。

第二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庄当硫保公司定期扱告按叶披露。董事

会因故元法対定期被告形成決洪的,庄 当以董事会公告的方式披露 ,

滉明具体原因利存在的凩隆。公司不得以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対定期

扱告内容有昇袂力由不按叶披露。

公司不得披露未姪董事会常決通辻的定期被告。

第二十二条 公司庄当在定期被告披露前及吋向主亦券商送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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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1文件 :

(一 )定期扱告仝文、摘要 (女口有 );

(二 )軍サ扱告 (政口近月 );

(三)董事会、監事会決波及其公告文稿 ;

(四 )公司董事、高数管理人員的ギ面碗決意几及監事会的ギ面

常核意几 ;

(五 )按 照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要求キ1作 的定期扱告不口財

券数据的屯子文件 ;

(六 )主亦券商及/1t国 中小企立股分鶉性系坑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二条 公司財弁被告被注冊会サリT出 具♯林准常廿意見的 ,

公司在向上力、券商送速定期扱告的同叶泣当提交下夕1文件 :

(一 )董事会什対核常サ意几渉及事項所倣的寺項滉明,常洪此

寺項滉明的董事会決洪以及決洪所依据的材料 ;

(二 )監事会対董事会有美滉明的意几不口相美決洪 ;

(三 )負 責常サ的会汁りT事券所及注1/1会汁りT出 具的寺項滉明 ;

(四 )主力、券商及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四条 公司
～

主力、券商泣当対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

美予定期扱告的事后常査意兄及Ef回 隻,井按要求対定期報告有美内

容作出解粋和滉明。

主亦券商庄当在公司対全国中小企立股分輪性系坑回夏前対相

美文件逃行軍査。女口需更正、ネト充公告或修茨定期根告井披露的,公

司庄当履行相庄内部常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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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帷叶技告

第一市 一般規定

第二十五条 1傷 叶扱告足指公司按照法律法規不口全国中小企立股

分特性系坑有美規定友布的除定期報告以外的公告。

1腐 叶扱告泣当カロ監董事会公章井由公司董事会友布。

第二十六条 公司泣当在 1海 叶扱告所渉及的重人事件最先触及下

711任 一時点后及叶履行首次披露又券 :

(一 )董事会或者監事会作出決袂叶;

(二 )答署意向ギ或者称洪 (元沿足否附カロ条件或者期限)H・l;

(三 )公 司 (合任一董事、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知悉或者理

庄失口悉重人事件友生叶。

第二十七条 対公司股票鶉■介格可能声生較大影哨的重人事件

正丈子等表1隣段,二然尚未触及本市1度 第二十六条規定的叶点,但 出

現下all情形え一的,公司亦庄履行首次被露又弁 :

(一 )核事件准以保密 ;

(二 )核事件已姪泄漏或者市場出現有美咳事件的侍同;

(三 )公 司股票及其行生品紳交易已友生昇常波功。

第二十八条 公司履行首次披露又券吋,庄 当按照 《信息披露勿

ス1》 規定的披露要求不口全国中小企立股倫特性系坑市1定的1臨 吋公告格

式指弓1予 以披露。

在編市1公告叶若相美事実尚未友生的,公 司泣当客現公告既有事

実,待相美事実友生后,庄 当按照相美格式指弓1的 要求披露事項逃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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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交化情況。

第二十九条 公司控股子公司友生的対公司股票特性介格可能声

生校大影噛的信息,祝 同公司的重大信息,公司泣当披露。

第二市 董事会、監事会和股木大会決洪

第二十条 公司召升董事会会洪,泣 当在会袂箸束后及叶格姪均

会董事基字碗汰的決洪 (包括所有提案均被否決的菫事会決決)向 上

力、券商扱各。

董事会決袂渉及 《信息披露如只J》 規定的泣当波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庄当以1告 叶公告的形式及叶披露;決袂渉及根据公司章程規定泣

当提交姪股末大会常洪的牧殉与出告資声、対外投資 (合委托理財、

委托貸款、対子公司投資等)的 ,公 司庄当在決決后及叶以1腐 叶公告

的形式披露。

第二十一条 公司召升監事会会袂,泣 当在会洪箸束后及叶格姪

有会監事答字的決決向上亦券商扱各。

渉及 《信息披露如ス1》 規定的泣当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庄当以

|に 叶公告的形式及llf披露。

第二十二条 公司庄当在年度股末大会召升二十日前或者1臨 叶股

末大会召升十五日前,以怖叶公告方式向股末友出股末大会通知。

公司在股末大会上不得披露、泄漏未公升重大信息。

第二十三条 公司召升股末大会,泣 当在会決結末后丙今特注日

内格相美決決公告披露。年度股末大会公告中庄当包括律りT几江意几。

第二十四条 主亦券商及全国中小企立股分装性系坑要求提供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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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監事会及股末大会会袂泥永的,公司泣当按要求提供。

第二市 美瑛交易

第二十五条 公司的美咲交易,足指公司与美咲方え同友生的輪

移資源或者又弁的事項。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美咲方及美咲美系包括 《企立会廿准ス1第 36

号―美咲方披露》規定的情形,以及公司、主力、券商或全国中小企立

股分特性系坑根据実反重千形式原ス1決定的情形。

第二十七条 公司董事会、股末大会常洪美咲交易事項叶,泣 当

執行公司章程規定的表決杖回避市1度 。

第二十八条 対子毎年友生的日常性美咲交易,公司泣当在披露

上一年度扱告え前,対本年度杵友生的美咲交易恙金額辻行合理萩汁 ,

提交股末大会常洪井披露。対子萩廿疱国内的美咲交易,公司庄当在

年度扱告不口半年度扱告中予以分炎,夕1表披露執行情況。

女口果在実際執行中萩汁美咲交易金額起辻本年度美咲交易萩汁

恙金額的,公 司泣当就超出金額所渉及事項依据公司章程履行相庄的

常袂程序井披露。

第二十九条 除日常性美咲交易え外的其他美咲交易,公 司庄当

依据公司章程履行相庄常決程序井抜露;公司章程未規定的,庄 当提

交股末大会常洪井披露。

第四十条 公司々美咲方逃行下711交 易,可 以免予按照美咲交易

的方式逃行常洪
～

披露 :

(一 )一方以現金汰賄男一方友行的股票、公司債券或企立債券、



/Ak告編号:2018-007

可特換公司債券或者其他江券品稗 ;

(二 )一方作力承4肖 困成長承鎖男一方公升友行的股票、公司債

券或企立債券、可鶉換公司債券或者其他江券品稗 ;

(三 )一方依据男一方股末大会決袂頷取股息、江利或者扱酬 ;

(四 )公 司均其合井扱表疱国内的控股子公司友生的或者上述控

股子公司え同友生的美咲交易。

第四市 其他重人事件

第四十一条 公司庄当在董事会常洪通辻不1潤分配或資本公秋特

増股本方案后,及叶披露方案具体内容,井子実施方案的股叔登泥日

前披露方案実施公告。

第四十二条 股票特性被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決定力昇常

波功的,公司泣当子次一般倫鶉注日披露昇常波功公告。女口果次一緒

■日升壼前元法披露,公 司泣当向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申清股

票哲停特性宣至披露后牧隻特性。

第四十三条 公共媒体侍播的消息 (以下筒称 “侍同")可能或者

已姪対公司股票輪■介格声生較大影哨的,公司泣当及叶向上力、券商

提供有助子瓢月1侍 目的相美資料,井決定足否友布澄清公告。

第四十四条 実行股杖激励汁表1的 公司,泣 当芦格遵守全国中小

企立股分特性系坑的相美規定,井履行披露又券。

第四十五条 限告股分在解除橘粧限市1前 ,公 司泣当按照全国中

小企立股倫特性系坑有美規定抜露相美公告或履行相美手数。

第四十六条 桂牌公司投資者及其一致行劫人欄有収益的股分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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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J《 ヨト上市公余公司牧殉管理力、法》(以 下筒称 《牧殉力、法》)規定林

准的,庄 当按照 《牧殉力、法》的規定履行収益交劫或控+1/1X交 劫的披

露又券。

第四十七条 公司和相美信息披露又弁人披露承労事項的,庄 当

芦格遵守其披露的承労事項。

公司未履行承瑳的,泣 当及叶抜露原因及相美当事人可能承担的

法律責任;相美信息披露又弁人未履行承労的,公司泣当主功詢日,

井及llf披 露原因,以及董事会似釆取的措施。

第四十八条 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対公司実行凩隆警示或

作出股票冬止桂牌決定后,公 司泣当及叶披露。

第四十九条 公司出現以下情形え一的,庄 当自事実友生え日起

西今特注日内披露 :

(一 )公司控股股末、実際控+1人及其一致行功人友生交更 ;

(二 )公 司控股股末、実隊控市1人或者其美咲方占用資金 ;

(三 )法院栽定禁止有控市1枚 的人股末装■其所持公司股分 ;

(四 )任一般末所持公司 5%以 上的股分被灰押、凍結、司法拍

実、托管、浚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1表 決枚 ;

(五 )公 司董事、監事、高象管理人員友生交功,董事K或者恙

姪理元法履行取責 ;

(六 )公司城姿、合井、分立、解散及申情破声的決定,或者依

法逃入破声程序、被責今美渇;

(七 )公 司董事会就牧殉与出告重大発声、対外重大投資 (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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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理財、対子公司投資等)事項的方案、体決答資作出決袂 ;

(八 )公 司董事会就股票似在逓券交易所上市、或者友行其他江

券品紳作出決袂 ;

(九 )公司董事会就回殉股分、股叔激励方案作出決袂 ;

(十 )公 司交更会十政策、会汁借廿 (因 法律、行政法規、部 |¬

規章修汀造成的除外),変 更会サリT事券所 ;

(十 一)公 司董事会就対外提供借款(対控股子公司借款除外 )、

対外提供担保 (対控股子公司担保除外)事項作出決決 ;

(十 二)公 司渉及重大訴松、仲栽事項,股末大会、董事会決洪

被依法撤梢或者宣告元娩 ;

(十 三)公 司或其控股股末、実際控+1人 、董事、監事、高数管

理人員被納入失信咲合冬戒対象 ;

(十 四)公 司取得或喪失重要生声姿廣、斎可、特斉姪菅杖,或

生声姪菅的外部条件、行立政策友生重大交化 ;

(十 五)公 司渉嫌逹法逹規被中国江監会及其派出机胸或其他有

枚机美立案凋査,被移送司法机美或追究升1事責任,受至1対公司生声

姪菅有重大影噛的行政炎欄,被 中国江監会及其派出机胸采取行政監

管措施;公 司董事、監事、高数管理人員渉嫌逹法逹規被中国江監会

及其派出机掏或其他有杖机美立案調査或者采取張市1措施,被 中国江

監会及其派出机掏炎以江券市場禁入、決定力不通当人員,受至1対公

司生声姪菅有重大影哨的行政炎罰 ;

(十六)因 前期已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借、未按規定披露或者虚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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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載,被有美机柏責今改正或者た董事会決定辻行更正 ;

(十 七)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或者中国江監会、全国股紫公

司、主力、券商決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友生辻規対外担保,或者資金、発声被控股股末、実昧控市1

人或其美躾方占用的,泣 当披露相美事項的整改逃度情況。

第六章 借息抜露事弁管理和責任

第二十条 公司董事会坑一頷早和管理信息披露工作,董事会秘

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負責炎理信息披露事弁。董事会秋ギ或信息披露

負責人泣接有美法律法規、公司章程的規定以及中国江監会、全国中

小企立股分鶉■系坑的要求促使公司董事会及叶、正硫履行信息披露

又弁。公司財券負責人対公司的財弁扱告久直接責任。

第二十一条 董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在信息披露方面的具

体取責力 :

(一 )董 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力公司与全国中小企立股分

特性系坑的指定咲絡人。

董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庄与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

保持咲絡,朕系屯活、侍真号■友生交化叶及叶通知全国中小企立股

倫特性系坑。公司友生昇常情況叶,董事会秋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庄

主功与全国中小企立股分装性系坑洵通。

(二 )董 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負責俎須不口体凋公司信息披

露事弁,'E集桂牌公司泣予披露的信息井猥告董事会,持象美注媒体

対公司的扱道井主劫求江扱道的真実情況。董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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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有板参カロ股末大会、董事会会袂、監事会会決不口高須管理人員相

美会洪,有枚了解公司的財券和姪菅情況,査岡渉及信息披露事宜的

所有文件。

(三 )負 責力、理性牌公司信息対外公布等相美事宜。除監事会公

告外,社牌公司披露的信息泣当以董事会公告的形式友布。

(四 )負責信息的保密工作,制汀保密措施。内幕信息泄露叶,

及叶采取ネト救措施カロ以解粋不口澄清,井被告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

坑和中国逓監会 ;

(五 )負 責俎須保管公司股末名4/1資料、董事和監事名冊、股末

及董事持股資料以及董事会印章,保管公司董事会利股末大会会決文

件不口泥永以及其他信息披露的資料 ;

公司董事会、監事会、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及公司有美部 |¬ 泣当カ

董事会秩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履行取責提供便dll条件,財弁負責人及

公司有美部 |¬ 泣当配合董事会秘ギ在財券信息披露方面的相美工作。

董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行使以上取責叶,可聘情律りT、 会

サリT等 中介机掏提供相美的盗洵服券。

第二十二条 董事及董事会、監事及上事会、高象管理人員的取

責

公司董事不口董事会泣勤勉尽責、硫保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実、

准晩、完整。

公司友行新股或者公司債券的,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

員,庄 当保近所披露的信息真実、准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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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高数管理人員泣当対定期扱告答署ギ面碗決意几,監

事会泣当提出ギ面常核意几,現 明董事会的編+1利 常核程序是否符合

法律、行政法規和中国江監会的規定,損告的内容足否能修真実、准

碗、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実際情況。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対定期

被告内容的真実性、准碗性、完整性元法保逓或者存在昇袂的,泣 当

陳述理由和友表意几,井予以披露。

第二十三条 定期報告中財弁会汁扱告被出具♯林准常廿根告的 ,

公司董事会泣当什対咳常廿意几渉及事項作出寺項滉明。

第二十四条 公司董事、監事、高象管理人員泣当勤勉尽責,美

注信息披露文件的端+1情況,保江定期被告、1臨 叶報告在規定期限内

披露,配合桂牌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又弁人履行信息披露又券。董事、

監事、高象管理人員ヨト姪董事会ギ面授杖 ,不得対外友布桂牌公司未

披露信息。

第五十五条 董事庄当了解井持須井注公司生声姪菅情況、財券

状況利公司已姪友生的或者可能友生重人事件及其影噛,主功調査、

荻取次策所需要的資料。

第二十六条 監事和監事会除泣碗保有美監事会公告内容的真実、

准碗、完整外,泣 当対公司董事、高数管理人員履行信息披露取責的

行力逃行監督;美注公司信息披露情況,友現信息披露存在ミ法逹規

日趣的,庄 当逃行凋査井提出炎理定洪。

第二十七条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監事和監事会以及高奴管理人

員有責任保江公司信息抜露事券管理部 11及 公司董事会秋ギ及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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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公司俎須与近作的重大信息、対股末和其他利益相美者決策声生実

廣性或較大影哨的信息以及其他泣当披露的信息;高級管理人員庄当

及叶向董事会扱告有美公司姪菅或者財弁方面出現的重人事件、已披

露的事件的逃晨或者交化情況及其他相美信息。

第二十八条 公司控股股末及持股 5%以 上股木的取責

公司控股股末、実際控市1人、持股 5%以 上股末及其一致行功人

庄当及叶、准硫地告知公司董事会秘ギ是否存在似友生的股叔特性、

資声重俎或者其他重人事件,井履行相泣的披露又芥,配合社牌公司

倣好信息披露工作。

第二十九条 信息披露事券管理■ll度 的監督実施情況汗借

第六十条 信息披露事券管理市1度 由公司監事会負責監督。上事

会泣当対信息披露事券管理制度的実施情況逃行定期或不定期栓査 ,

対友現的重大鉄陥及叶督促公司董事会逃行改正,井根据需要要求董

事会対制度予以修汀。

第六十一条 公司財外部日、対外投資部日対信息披露事弁管理

部 1可 庄当予以配合,以挽保公司定期扱告以及有美重大姿声重俎的1臨

叶扱告能修及叶披露。

第六十二条 公司董事、監事、高数管理人員、持股 5%以 上的股

末及其一致行功人、実棒控市1人庄当及叶向公司董事会扱送公司美咲

人名単及美咲美系的現明。公司庄当履行美躾交易的常袂程序,井汗

格執行美朕交易回遊表決市1度 ,交易各方不得邁辻聰晴美咲美系或者

采取其化手段,規避桂牌公司的美咲交易常袂程序禾口信息披露又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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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条 公司的董事、監事、高数管理人員、各取能部 |¬ 、

各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庄秋板配合董事会秋ギ倣好信息披露工作,及

吋根告重人事件的友生不口辻展情況,提供真実、准碗、完整的信息披

露資料。

第七章 信息抜露程序

第六十四条 董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泣履行以下常批手数

后方可公升披露除股末大会決洪公告、董事会決洪公告、監事会決袂

公告以外的|に 叶扱告 :

(一 )以董事会名又友布的1臨 叶被告泣提交董事K常核答字 ;

(二 )以 上事会名又友布的1腐 叶扱告庄提交監事会主席常核答字;

第六十五条 公司在履行信息披露又弁叶,具体履行程序 :

(一 )信息披露又券人提供井汰真核対相美信息資料 ;

(二 )董事会秋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市1作信息披露文件 ;

(三 )董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対信息披露文件避行常査 ;

(四 )董 事会秋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格信息披露文件根董事K或

監事会主席常批 ;

(五 )董 事会秘ギ或信息披露負責人按照仝国中小企立股伶輪性

系坑有美規定邊行信息披露 ;

(六 )董秋亦公室対信息披露文件及公告邊行リヨ楷保存。

公司向上管部 |¬ 、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扱送扱告叶,常核

程序参照上述程序執行。

第八章 泥乗莉保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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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条 公司董事、監事、高象管理人員履行駅責叶相美信

息披露的侍送、常核文件、公司信息抜露文件及公告由董事会秘ギ或

信息披露負責人保存,保存期限至少力 10年 。

第九章 信息波露的保密和逹規責任

第六十七条 在未公升信息或内幕信息依法抜露前,任何失口情人

不得公升或泄漏核信息,不得利用亥信息邊行内幕交易。

第六十八条 公司董事、監事、高数管理人員及其他因工作美系

接触到庄披露信息的工作人員,負有保密又券。

第六十九条 公司通辻立須滉明会、分析りT会袂、路演、接受投

資者凋研等形式就公司的姪菅情況、財券状況及其他叶同々任何机杓

不口今人辻行洵通的,不得提供内幕信息。

第七十条 公司董事会庄采取羹要的措施,在信息公升披露え前 ,

格信息知情者控+1在 最小疱曰内。由子工作失取或逹反本市1度規定 ,

致使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出現失渓或分公司帯来損失的,対核責任人分

予批汗、警告,宣至解除其取券的人分,公司杵追究責任人的行政、

経済責任,井且有杖向其提出近当的賠僕要求。

第七十一条 公司聘情的願日、中介机胸工作人員、美咲人等若

檀自披露公司信息,給公司造咸損失的,公司保留追究責任的枚不1。

第七十二条 公司控股股末、実際控市1人不口其他信息披露又弁人

庄秋板、主劫地接受中国近監会対信息披露文件及公告情況、信息披

露事弁管理活劫逃行的監督工作。

第七十三条 公司控股股末、実際控キ1人不口其他信息披露又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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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抜露又券的,或者辻規対外提供内幕信息的 ,

公司有杖申清中国江監会責今其友正,井 由中国江監会按有美規定分

予警告、男款等炎欄。

第十章 附只1

第七十四条 本信息披露市1度下夕」用活具有女口下合又 :

(一 )披露:指公司或者相美信息披露又券人按法律、行政法規、

部 |¬ 規章、規疱性文件、《信息披露如只J》

～
全国中小企立股分輪洸

系坑其他有美規定在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囲堆上公告信息。

(二 )重人事件:指対公司股票特性合格可能声生較大影噛的事

項。

(三 )及叶:指 自起算日起或者触及 《信息披露如只J》 規定的抜

露時点的西企特注日内,男有規定的除外。

(四 )高 数管理人員:指 公司姪理、冨1姪理、董事会秘ギ (女口有 )、

財券負責人及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人員。

(五 )控股股末:指其持有的股倫占公司股本恙額 50%以上的股

末;或者持有股分的♭ヒlyll量 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倫所享有的

表決枚已足以苅股末大会的決洪声生重大影哨的股末。

(六 )実昧控市1人 :指通辻投資美系、体袂或者其他安引卜,能杉

支配、実際支配公司行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俎須。

(七 )控市1:指有杖決定一今公司的財弁利姪菅政策,井能据以

双核公司的姪菅活功中荻取利益。有下夕J情形え一的,力 柵有公司控

+1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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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力 公司持股 50%以 上的控股股末 ;

2.可 以実昧支配公司股倫表決杖超辻 30%;

3.通辻実昧支配公司股分表決杖能修決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

成長迪任 ;

4.依 其可実際支配的公司股分表決板足以対公司股末大会的決

袂声生重大影哨 ;

5。 中国江監会或全国中小企立股倫特性系坑決定的其他情形。

(八 )公 司控股子公司:指公司持有其 50%以上股分,或者能杉

決定其董事会半数以上咸貝俎咸,或者通辻体決或其他安引卜能彰実際

控+1的公司。

(九 )承芳:指公司及相美信息披露又券人就重要事項向公余或

者監管部 |¬ 所作的保江和相美解決措施。

(十 )逹規対外担保:是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姪其内部常袂

程序而実施的担保事項。

(十一)浄姿声:指公司資声負債表夕1扱 的所有者収益;公司編

市1合井財券扱表的力合井資声負債表夕」扱的リヨ属子母公司所有者枚

益,不包括少数股末収益。

(十 二)日 常性美朕交易及偶友性美咲交易:日 常性美朕交易指

公司和美朕方え同友生的殉要原材料、燃料、功力,4肖 傷声品、商品,

提供或者接受芳券,委托或者受托鎖告,投資 (合 共同投資、委托理

財、委托貸款),財券姿助 (公 司接受的)等的交易行力;公司章程

中釣定適用千本公司的日常美咲交易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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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日常性美咲交易之外的力偶友性美咲交易。

(十 二)控股股末、実昧控市1人或其美咲方占用資金:指公司カ

控股股末、実際控市1人及其附属企立塾付的工資、福利、保降、片告

等費用和其化支出;代控股股末、実際控+1人及其附属企立僕迩債弁

而支付的資金;有僕或者元僕、宣接或者同接折借分控股股末、実際

控キ1人及其附属企立的資金;力 控股股末、実昧控+1人及其附属企立

承担担保責任而形成的債杖;其他在没有商品不口芳弁対介情況下提供

分控股股末、実昧控+1人及其附属企立使/FI的 資金或者全国中小企立

股分特性系坑決定的其他形式的占用資金情形。

(十 四)以 上:本制度中“以上"均合本数,“ 超辻"不合本数。

第七十五条 本市1度未尽事宜,或者与有美法律、行政法規、部

|¬ 規章、《信息披露如ス1》 相惇的,按有美法律、行政法規、部 |¬ 規

章不口《信息披露タロス1》 的規定執行。

本帝1度 由公司董事会久責解粋利修茨。

本市1度 自公司董事会常洪通辻之曰起生妓実施,井及叶向全国中

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扱各井披露。

咸都隆盛 酵料腹分有魔
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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