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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創業純屬偶然
香小婷祖籍東莞橫瀝鎮，爺爺那一代就去了香港新

界，以建築地盤工為生計。爸爸五兄妹在香港出生
後，也多從事一線建築行業，是典型的香港基層家
庭。 「我從小就知家裏生活不易，申請公屋輪候了10
年，爸媽現在還是住公屋。」香小婷向記者說道：
「我15歲就開始去麥當勞打暑期工，高中畢業報考暨

南大學，當時選的是生物科技專業。」
沒想到在暨大讀了一年之後，香小婷發現內地生物

科技專業要求的基礎課與香港的高中課程並不銜接，
也不適合自己，於是大二調換到新聞學院廣告專業，
萬萬沒有想到，這個機會徹底改變了她。

「作為一個普通家庭的小孩，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有
一個大學文憑，在香港能搵一份穩定的工作。」香小
婷說，因為換到了廣告專業，天馬行空的她有一次在
課堂上呈現創意作品時，得到同學的認可，隨即被邀
請一起創業。就這樣，香小婷抱着試試看的心理成為
廣州點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三位聯合創始人之一，
主要負責對外公關與資源對接事務。

不斷積累由小做大
「當時大灣區規劃綱要剛宣布實施，整個社會都很

鼓勵學生創業，我們的小廣告公司順利承接了2018年
第十一屇廣東大學生廣告節的執行業務。」香小婷回
憶說，成功的活動執行讓點野公司繼續承辦了2019年

的大學生廣告節，現在他們已連
續承辦了四屆廣東大學生廣告
節。

更令香小婷欣喜的是，公司由
當初的單純執行變成了集策劃、
組織和實施於一體的全案公司，
與越來越多的品牌方打交道，不
但服務過騰訊、岡本、金利來、
王老吉、滴滴、京東等一批知名品牌，還與國內20多
家廣告公司的40多名廣告創意總監建立了日常鏈接。

「現在我們不但幫助品牌方評選最佳創意方案，還
幫助挖掘專業新人。」香小婷告訴記者，現在前來參
加廣告節的不但有港澳大學生，還有歐美的大學生。
當初設在暨大校內孵化器園區幾十平方米的辦公場
地，已經發展到在校外商業樓宇120多平方米的辦公
室。有了美好的開始，香小婷去年畢業後就沒有返回
香港就業，而是成為廣州成千上萬個為夢想打拚者中
的一員。

收獲成長貢獻社會
如果說承辦大學生廣告節只是事業的預演，那麼

2019年之後，香小婷和她的團隊就步入了成長階段。
「我們始終覺得，再好的廣告創意最終仍要接受市場

的洗禮。於是一起提出了 『讓設計推動經營，讓經營
完善設計』的理念，並將公司業務定位為專注於餐飲
品牌設計服務。」香小婷說。隨後，香小婷團隊在廣

州天河南路開了一家50平方米的輕餐餐廳，主打創意
雞蛋料理。通過實際經營，團隊逐步積累起開餐廳必
備的包裝策劃、餐品推廣、人才培訓等方面的實戰經
驗。一年後，團隊又將這家輕餐餐廳複製到深圳和長
沙，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雖然只有26歲，香小婷的事業眼光明顯超出了同齡
人。香小婷透露，今年年初正在廣州籌備一家服務聽
力障礙群體的新公司，前期產品試用反饋和設備生產
均已完成。談及初衷，她說： 「早年在麥當勞打工
時，曾給一群有聽力障礙的小朋友開過生日會，得知
十幾萬元一對的助聽器令許多家庭壓力山大，從此就
希望有機會改變這個行業。今年與投資人、技術團隊
共同研發出普惠型助聽器和智能平台，可以在自己能
力範圍內為社會做貢獻了。」於是她創辦了廣州完人
科技公司，專為傷殘人士提供普惠的生活必需品服
務。

說起創業四年的感受，香小婷坦言，喜歡自由與冒
險是這一代香港年輕人的一大特點，只是香港的社會
階層相對固化，許多冒險注定難以實現。所幸自己走
出公屋，搭上了大灣區快車，在嘗試中打開了一小片
天地，從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創業夢想。通過這些親
身經歷，香小婷也希望對有志來廣州創業的港澳青年
有所啟迪。

搭灣區快車 圓創業夢想

香小婷冀港青勇於嘗試
【香港商報訊】記者賴

小青、李苑立報道：年僅
26歲的香港女孩香小婷，
目前已經是廣州多家企業
的聯合創始人。 「能在廣
州實現自己在香港計劃過

的創業夢想，真的要感謝這個時代賦予了港澳青年人優
越的機會。」 善談的香小婷用這樣的開場白，向記者娓
娓道出這些年她在廣州的經歷。

【香港商報訊】澳門特區政府30日公布，經國務院
批覆同意，並經粵澳兩地政府協商，確定於9月8日開
通啟用粵澳新通道——青茂口岸。

粵澳新通道（青茂口岸）是繼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
和新橫琴口岸後，又一個實施 「合作查驗，一次放
行」通關模式的口岸。新的口岸距離關閘口岸約800
米，功能定位為輔助及分流關閘口岸人流，以自助通
關為主，設有100條合作快捷查驗通道（又稱合作自
助查驗通道，出入境各 50 條）及 4 條人工查驗通道
（出入境各2條），不設車輛通道。

2012年5月，粵澳兩地政府正式簽署《粵澳新通道
項目合作框架協議》，粵澳新通道項目在2017年4月
獲國務院批覆同意設立口岸。項目主體工程於2018年
初正式動工，澳門邊檢大樓於今年5月初建設完成。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近日，一列滿載
貨物的火車在深圳中外運平湖物流中心緩緩駛出，車
上5個出口貨物集裝箱提前辦結通關手續，通過平鹽鐵
路直達鹽田港即可裝船發運，標誌着深圳海關 「灣區
海鐵通」改革項目正式落地。

據悉， 「灣區海鐵通」項目是深圳海關優化海鐵聯
運的一種物流便利化措施，目前主要針對出口的貨
物，企業可在主管地海關辦理海關通關、查驗手續，
到鹽田港口岸後直接 「上船」，依託鐵路運輸實現
「場港聯動」，有效緩解鹽田港堆存壓力，壓縮貨物

在港等待時間。
今年以來，為深化 「智慧海關」建設，落實《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構建現代貨運物流體系」
的要求，深圳海關大力推動中外運平湖物流中心與鹽
田港 「場港聯動」，成立 「灣區海鐵通」項目工作
組，在順利完成 「灣區海鐵通」項目業務測試、實貨
測試後，終於實現首發。

「灣區海鐵通」深圳首發

【香港商報訊】記者羅國淮報道：記者近日獲悉，
隨着全球最大樂高樂園開工建設、佳兆業國際樂園即
將開業，深圳大鵬新區在高端旅遊賽道上快步前行，
世界級濱海生態旅遊度假區初現崢嶸。

「十四五」期間，大鵬新區將着力構築 「三灣引領、
一體突破、集群發展」全域旅遊空間格局。 「三灣引
領」是指為支撐大鵬新區未來國土空間發展結構，從旅
遊發展布局角度提出大鵬濱海文旅灣、龍岐主題度假灣
和壩光商務康養灣的 「三灣引領」空間概念。

「一體突破」是指通過挖掘生態資源價值，探索精細
化智慧管理，細化旅遊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強化旅遊要
素配置，聯動楊梅坑、東西涌、鹿嘴、國家地質公園、
柚柑灣等生態旅遊資源，構建 「上山下海」極致體驗的
旅遊目的地體系，增強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形象。

「集群發展」是指加快大鵬新區全區域、全季度、
全業態的國際化旅遊新格局形成，重點發力 「十大核
心旅遊吸引地」布局，引導旅遊產業鏈聯動和價值鏈
升級，保障龍頭項目落實，打造提質增效示範、培育
產城創新集群，構建多元發展、多極支撐的旅遊集群
新體系。根據不同片區的特點，大鵬新區將打造10
大集群，包括龍岐灣海陸統籌文旅集群、金沙灣國際
樂園度假集群、東西涌生態濱海旅遊集群、溪涌濱海
旅遊門戶集群、土洋—官湖紅色旅遊集群、南澳國際
遊艇旅遊集群、桔釣沙海上旅遊集群、壩光生物康養
旅遊集群、葵涌城旅一體綜合集群、大鵬城旅一體示
範集群等。

大鵬半島博物館群落項目簽約
【又訊】記者羅國淮 通訊員李若石、胡珍秀報

道：深圳市大鵬半島博物館群落項目近日簽約。大鵬
新區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大鵬辦事處、大鵬鵬城股
份合作公司、深圳市半島文博產業運營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簽署了《大鵬半島博物館群落產業項目框架協
議》。博物館群落擬投入改建、裝修資金1.2億元，
計劃容納 15 座博物館，未來預計可新增 700 餘人就
業，年接待遊客超300萬人，該項目將打造成為全國
唯一的 「博物館半島」品牌。

大鵬新區打造
十大文旅集群

粵澳青茂口岸將啟用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 「時代中國」全
國美術名家邀請展近日在深圳關山月美術館舉行，展
覽將持續到9月3日。因疫情原因，本次展覽採用了
別開生面的線上開幕方式。

此次展覽共匯聚22位中國著名藝術家精心創作的
60件美術作品，藝術家們運用國畫、油畫等豐富的視
覺表現形式，謳歌改革開放、謳歌新時代，以具有民
族氣派、體現時代特色、符合大眾審美的作品，獻禮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時代中國」全國
美術名家邀請展開展

公司代码：600555/900955                      　公司简称：*ST 海创 / *ST 海创 B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 海创 600555
茉织华、九龙山、*ST 九龙、九龙山、

海航创新

B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 海创 B 900955
茉织华 B、九龙山 B、*ST 九龙 B、九

龙山 B、海创 B 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见兴 张艳品
电话 0898-88338308 0898-88338308

办公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国际

机场贵宾楼 A 区办公区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国际

机场贵宾楼 A 区办公区
电子信箱 jx_peng@hnair.com ypin-zhang@hnair.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2,010,626,651.09 1,997,935,847.45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6,939,614.21 842,702,866.41 -4.2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548,113.75 3,153,059.19 7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63,252.20 1,387,763.51 -2,67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225,779.33 -31,879,326.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21,963.88 -12,798,957.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4 0.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1 -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1 -400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3,10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1 180,065,443 0 冻结 180,065,443
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97 116,928,000 0 冻结 116,928,000

Ocean Garden Holdings 
LTD.

境外法人 8.37 109,209,525 0 冻结 109,209,525

海航旅游（香港）集团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7.16 93,355,175 0 质押 93,355,175

南京方凯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14,238,095 0 未知 　

俞雷 境内自然人 0.65 8,448,720 0 未知 　
沈慈针 境内自然人 0.64 8,377,793 0 未知 　
谢文贤 境内自然人 0.58 7,582,500 0 未知 　
刘妙娥 境内自然人 0.40 5,238,900 0 未知 　
李惠全 境内自然人 0.36 4,751,00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第二、第四位流通股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三者之间构成一致行动人。公司第五至第十
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详，也未

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

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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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 10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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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 10 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5 人，实际参会监事共 5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对董

事会编制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审核，确定了对本次半年
报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⑴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⑵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

⑶在公司监事会出具本意见前，我们未发现参与《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的编制、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⑷未发现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发生。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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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 18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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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以邮件方
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18 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参会董事共 11 人。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
议案：

1.《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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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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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 年 9 月 15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 年 9 月 15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中山西路 1515 号大众大厦三楼牡丹厅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
                                 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B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

2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 √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
通过，相关公告刊登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股东大会文件将于
会议召开前的 5 个工作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
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
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

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五 ) 同时持有本公司 A 股和 B 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Ａ股 600611 大众交通 2021/9/6 －
Ｂ股 900903 大众 B 股 2021/9/9 2021/9/6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日期：2021 年 9 月 13 日  上午 9：00—11：00 
                                                      下午 13：00—16：00
2. 登记地点：东诸安浜路（近江苏路）165 弄 29 号 4 楼（纺发大楼）
3. 登记手续：会议登记的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持股凭证，

按公司公告时间、地点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登记时还需出示本人身份证、书
面委托书；同时接受境内外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也可委托托管
机构进行登记和出席会议。

4. 在现场登记时间段内，股东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期间，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根据《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不向股东发放礼品，请参加会议的股东谅解。
3. 本公司联系地址：上海中山西路 1515 号 22 楼
联系人： 诸颖妍   
联系电话：（021）64289122   
传真：   （021）64285642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
的贵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
表决。

（上接 A8）

证券代码：600602              股票简称：云赛智联               编号：临 2021-026
                  900901                                云赛 B 股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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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赛智联、公司）A 股股票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2021 年 8 月 27 日、2021 年 8 月 3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及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 A 股股票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2021 年 8 月 27 日、2021 年 8 月 30 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自查核实，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函查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正在筹划涉及云赛智联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
资产剥离、资产注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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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 A 股股票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8 月 27 日、8 月 3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其他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及
时关注。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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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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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無障礙設計者、連續創業青年代表香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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