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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丙 、刘某乙 、倪某 、张某 、林某 、缪某 、吴某 、叶某是对 MDDL 上述违法行
为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中国证监会以证监罚字 〔２００７〕 ９ 号文作出处罚

决定如下 ：依据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处以 MDDL 罚款 ３０ 万元 ；给予时任董事

长翁某某警告并罚款 ５万元 ，对时任董事兼总经理杨某甲给予警告并罚款 ３ 万

元 ；对时任董事杨某乙 、刘某甲 、杨某丙 、刘某乙 、倪某 、张某 、林某 、缪某 、

吴某 、叶某给予警告 。

因涉嫌违法犯罪 ，MDDL 原董事长翁某某及原副总经理刘某甲 、刘某乙被

判刑收监 。

（福建证监局 　浩 　淼）

福建MYHD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信息案

【案情介绍】

２００５年 ７ ～ ８月 ，中国证监会针对福建 MYHD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MYHD） ２００４年度利润构成异常 、审计机构 ZQWX 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出具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等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 ，核查结果发现 MYHD 涉嫌虚增利润 、

信息披露虚假 ，并于 ２００５年 ８月 ２５日决定对该公司进行立案稽查 。

２００７年 ９月 ２４日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 MYHD作出行政处罚 ，认定该公司

通过少提坏账准备 、虚构交易 、少计利息等方式 ，在 ２００４年度报告中虚假记载

利润 ４８ ２７７ ２５８畅８６元 ，MYHD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

“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 ，必须真实 、准确 、完整 ，不

得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所禁止的 “经核准上市交易的证券 ，其发行人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

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背景】

MYHD原名福建省 FL 股份有限公司 ，创建于 １９８４年 ，系福建省 FZ工业
公司联合福建省内 ６８ 家纺织骨干企业共同出资组建 。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经批准

MYHD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并于同年 １０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了 ３ １８４ 万股社会

公众股 。 １９９３年 ５月 ２８日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２００２年 １月 ２８

日 ，公司名称变更为 “福建省 SL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变更为现

名 。 MYHD第一 、第二大股东分别为上海福建 SL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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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和麻城市 SL 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麻城 SL ） ，共持有

MYHD２１畅１９％ 股份 ，上述两家企业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陈某甲和陈某乙

兄弟 。

陈某甲和陈某乙兄弟通过 SL 集团等自 １９９８ 年入主并控制 MYHD 以来 ，

就不断演绎着一幕幕重组戏法 ，依靠会计造假 ，公司一直保持着 “不俗” 的业

绩 。 ２００３年 ９月 １６日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 MYHD进行立案稽查 ，２００４年 ９月

１６日 ，对 MYHD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认定该公司在 ２００１年年报少计短期贷款

３ ５００万元 、其他应收款 ５ ５００ 万元 ，少提利息支出 １ ８６９ ５２５ 元 、 坏账准备

５５０ ０００元 ，虚增税前利润 ２ ４１９ ５２５元 ，且对订立 ３ ５００万元贷款合同等重大事

项未及时履行临时公告义务 ；在 ２００２年年报中虚增税前利润 ４４ ７２５ ５０９元 ，坏

账准备披露不实 ，且对订立重要合同等重大事件未及时履行相应的临时公告义

务 ，责令 MYHD予以改正 、处以罚款 ４０万元 ，并对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甲

和陈某乙兄弟实施了市场禁入 。 根据该行政处罚决定 ， MYHD 被迫对公司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年度的会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导致公司连续两年亏损 ，如果

２００４年度继续亏损 ，该公司将面临 “暂停上市” 。

【违法违规事实分析】

经查明 ， MYHD 通过少提坏账准备 、 虚构交易 、 少计利息等方式 ，在

２００４年度报告中虚假记载利润 ４８ ２７７ ２５８畅８６ 元 。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以拟进行资产置换为由 ，滥用会计估计 ，少提坏账准备

６ ４４０ ４５６畅９７元 ，虚增利润 ６ ４４０ ４５６畅９７元

２００５年 ２月 ２０日 ，MYHD分别与麻城 SL 和湖北 MM 纺织 （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 MM 集团） 签订 枟资产置换协议书枠 ，拟将公司及下

属控股子公司所持有的其他应收款 、 预付账款 、 长期股权投资资产等共计

１２１ ７７５ ９０１畅７０万元与麻城 SL 的在建工程 ［含 ４２０畅２９ 亩 （１ 亩 ＝ ０畅０６７ 公顷）

土地使用权］ 及湖北 MM 集团的机械设备进行资产置换 。 但根据相关协议约

定 ，MYHD对上述 ４２０畅２９亩土地使用权处分受限制的条件已出现 ，麻城市政

府与福建省 SL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约定收回其中 ２００ 亩土地 。 MYHD 在拟置换
进来的相关土地使用权存在重大瑕疵 、资产置换不可能实现的情形下 ，滥用会

计估计 ，将拟置换出去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由原来的账龄分析法改

为个别认定法 ，从而少提坏账准备 ６ ４４０ ４５６畅９７元 ，虚增利润 ６ ４４０ ４５６畅９７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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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过调整应收款项账龄 ，少提坏账准备 １ １１２ ５５２畅８０ 元 ，

虚增利润 １ １１２ ５５２畅８０元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３１日 ，MYHD与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上海 FL 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 FM ） 签订债务重组协议 ，将其他应收款中应收福

建省 SS联合公司 ５ ５６２ ７６４畅９０ 元的债权 （账龄为三年以上） 转让给上海 FM 。

在债务人 ———福建省 SS 联合公司的偿债能力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上海

FM 在受让该笔债权时 ，将其账龄由原来的三年以上调整为一年以内并少提坏

账准备 ，没有合理的依据 。

三 、通过将原属其他应收款的债权调列为预付账款的方式 ，

少提坏账准备 ２ ３５０ ２７９畅４３元 ，虚增利润 ２ ３５０ ２７９畅４３元

２００２年 １月 ３０日 ，上海 FM 与上海 ZH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

ZH） 签订投资协议 ，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建设上海 XL 的工业厂房项目 。 上海

FM 根据协议约定 ，将应收上海 ZH的 ２３ ５０２ ７９４畅３５ 元债权转作债权投资 ，并

将该款项由 “其他应收款” 转到 “短期投资” 科目核算 ，但该投资到期后 ，上

海 FM 未按协议收到投资收益 ，本金亦未收回 。之后 ，上海 FM 又于 ２００２年 １２

月将该款项从 “短期投资” 科目转到 “预付账款” 科目核算 。但上海 XL 注册
资本当时并没有到位 ，也没有生产经营 。由于资金没有及时支付 、 施工图纸没

有到位等原因 ，上海 XL 工业厂房建设项目于 ２００２年 ６月 ３０日已经全面停工 。

因此 ，上述 ２３ ５０２ ７９４畅３５ 元资金实质为借贷关系 ，会计核算上属 “其他应收

款” ，且账龄在三年以上 ，但上海 FM 从 ２００２年至 ２００４年的三个会计年度内均

未对上述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MYHD因此虚增 ２００４年利润 ２ ３５０ ２７９畅４３元 。

四 、少提利息 ２ ７３２ ８１７畅９２元 ，虚增利润 ２ ７３２ ８１７畅９２元

MYHD ２００４年年末账面贷款余额 １６５ ３４０ ０２０畅００元均已逾期 ，但仍按未逾期

贷款利率计提利息 。 MYHD２００４年度财务费用中计提了利息 １１ １４８ ２８２畅０８ 元 ，

少计贷款利息 ２ ７３２ ８１７畅９２元 ，虚增利润 ２ ７３２ ８１７畅９２ 元 。

五 、虚增资金占用费收入 ９３５ ４３７畅０６元 ，虚增利润 ９３５ ４３７畅０６元

２００４年 １月 ５日 ，MYHD与福州 FJ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FJ贸易） 签

订资金相互借用协议 ，约定对 FJ贸易的占款收取使用费 ，MYHD 据此确认 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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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２００４年 １ ～ ６月资金占用费收入 ９３５ ４３７畅０６元 ，但 FJ贸易因未按规定时限
办理年度检验手续等原因 ，于 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 １０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该笔资金占

用费尚未收回 ，不应予以确认 。

六 、虚构与福建省 DYJZ 工程公司福州分公司的合作投资
款及投资收益 ，违规确认福建省 LD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收益 ，虚增利润 ８ ０３７ ４５８畅８４元

MYHD于 ２００４年 １ 月与福建省 DYJZ 工程公司福州分公司 （以下简称

DYJZ） 签署 枟投资协议枠 ，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建设湖北省麻城市 SL 纺织工业园
区 ，MYHD投资 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 。 MYHD委托 SL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SL 国际） 将其未付的 ２００２年受让 MYHD持有的福建省 LD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福建 LD） ２５％ 股权尾款中的 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直接汇给 DYJZ
作为投资款 ，MYHD 因此确认了投资收益 ６ ２３７ ４５８畅８４ 元 ，并同时确认了对

DYJZ 的长期债权投资 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 。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MYHD收到 DYJZ 委
托湖北省麻城 LZM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麻城 LZM ） 汇来的合作项目分红款

４ ５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 ，并根据投资协议将其中的 １ ８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确认为 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长期债权投资的投资收益 。截至调查日 ，DYJZ 仅收到 ５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的工程

款 ，而且从未在麻城市建设银行开设任何资金账户 ，因此 SL 国际委托支付的
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股权受让款暨投资款属于虚假 。 MYHD收到的所谓 “分红款”

４ ５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 ，系 MYHD六家关联企业利用同城系统内转账可即时到账的特
点 ，用 ２ ７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于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２８ ～ ２９日在麻城建设银行连续转账虚构

５９ ４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现金流的一部分 ，所谓的长期债权投资收益 １ ８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没

有实质的现金流入 ，不应确认 。 MYHD２００２年转让给 SL国际的 ２５％ 福建 LD股
权中仅有 ５畅０２％ 在工商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 。根据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福建

LD２５％ 股权转让交易尚未实质完成 ，由此产生的所谓 “投资收益” ６ ２３７ ４５８畅８４

元不应予以确认 。

七 、 MYHD 控股子公司上海 FLTZ 发展有限公司虚构与
福建省 RP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投资款及投资收益 ，

MYHD 因此虚增利润 １ ０１６ ４００畅００元

２００４年 １月 １０日 ，上海 FLTZ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 FLTZ） 与福建
省 RP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RP建筑） 签订投资协议 ，共同投资建设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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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花园 。 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 ，上海 FLTZ通过委托付款的形式出资 ８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 。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２８日 ，上海 LD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 LD） 根据 RP建筑
南京分公司委托函将 ３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分红款汇给上海 FM （代上海 FLTZ 收
款） ，上海 FLTZ根据委托收款书将上海 FM 代收的 ３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分红款中的

１ ２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确认为 ２００４年投资收益 。经查 RP建筑的有关银行账号在 ２００４

年 １０月份未发生任何业务往来 ，因此 ，上海 FLTZ 委托付款的８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

合作投资款为虚构 。 上海 LD 汇给上海 FM ３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的所谓 “分红款” ，

系MYHD六家关联企业利用同城系统内转账可即时到账的特点 ，用 ２ ７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于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２８ ～ ２９日在麻城建设银行连续转账虚构 ５９ ４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现

金流的一部分 ，没有实质的现金流入 。因此 ，上海 FLTZ 的 １ ２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投

资收益不应确认 ，MYHD 因此虚增利润 １ ０１６ ４００畅００ 元 （按 ８４畅７％ 股权比例

折算） 。

八 、违规确认转让晋江 FL 轻纺市场有限公司２５％ 股权的投资

收益 ２ ４６１ ７２５畅５０元 ，虚增利润２ ４６１ ７２５畅５０元

MYHD于 ２００４年 ９ 月 ３０ 日与范某某签署 枟股权转让协议书枠 ，协议约

定 ，MYHD将其持有的晋江 FL 轻纺市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JJFL ） ２５％ 的

股权转让给范某某 ，转让价款为７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 。 MYHD收到范某某委托麻
城 LZM 支付的股权转让款３ ６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 。据此 ， MYHD 确认了该笔股权
转让交易 ，并确认了２ ４６１ ７２５畅５０ 元的股权转让收益 。但上述股权转让交易

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MYHD 收到的所谓 “股权转让款” ３ ６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 ，系 MYHD 六家关联企业利用同城系统内转账可即时到账的特点 ，用

２ ７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于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２８ ～ ２９日在麻城建行连续转账虚构 ５９ ４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现金流的一部分 ，没有实质的现金流入 。根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上述投

资收益 ２ ４６１ ７２５畅５０元不应确认 。

九 、福建 LD 虚增其他业务利润 ２２ ４５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 ，MYHD 因
此虚增利润 ８ ４３８ ９５５畅００ 元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４日 ，福建 LD 与福清 XL 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XL
食品） 签订商标转让合同 ，协议将福建 LD的六项商标作价 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转

让给 XL 食品 。福建 LD于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确认 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的其他业务收入 ，

确认其他业务利润 ２２ ４５０ ０００畅００元 。在此期间 ，上述商标已经被福州市中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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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冻结 ，无法办理过户手续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福建 TL 有限责任会
计师事务所为 XL 食品出具的 ２００４ 年审计报告 ，XL 食品的财务报表中并未体
现上述交易 。因此 ，福建 LD 上述其他业务利润 ２２ ４５０ ０００畅００ 元不应确认 ，

MYHD因此虚增 ２００４年利润 ８ ４３８ ９５５畅００元 （按 ３７畅５９％ 股权比例折算） 。

十 、福建 LD少计贷款利息支出 ，虚增 ２００４年利润 ２２ ６２０ ３００畅００

元 ，MYHD因此虚增 ２００４年度利润 ８ ５０２ ９７０畅７７元

截至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３１日 ，福建 LD２００４年期末贷款余额应为 ２７８ １３７ ０００畅００

元 ，２００４年应计贷款利息应为 ２２６ ２０３ ００畅００元 。福建 LD２００４年账面记录的短
期贷款余额仅为 ２２０ ５０６ ４０９畅７７元 ，且当年账面未计提任何贷款利息支出 。因

此 ，福建 LD少计贷款金额 ５７ ６３０ ５９０畅２３元 ，少计贷款利息 ２２ ６２０ ３００畅００元 ，

MYHD因此虚增 ２００４年利润 ８ ５０２ ９７０畅７７元 （按 ３７畅５９％ 股权比例折算） 。

十一 、福建 LD２００４年少提坏账准备 １６ ６２１ ９８６畅０９ 元 ，MYHD
因此虚增 ２００４年利润 ６ ２４８ ２０４畅５７元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３１日 ，福建 LD下属核算单位酒厂部分其他应收款账龄分析
有误 （后公司对账龄重新划分） ，应补提坏账准备 １６ ６２１ ９８６畅０９元 。 MYHD因
此多确认投资收益 ６ ２４８ ２０４畅５７元 （按 ３７畅５９％ 股权比例折算） 。

【法律法规适用分析】

信息披露义务是上市公司主要法律义务之一 ，亦是上市公司监管的三大高

压线之一 。具体而言 ，上市公司的初次信息披露和持续信息披露都必须遵循真

实 、准确 、完整的要求 。

该案件起因系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保上市公司壳资源而导致会计利润造

假 。根据中国证监会 “证监罚字 〔２００４〕 ３４ 号” 枟行政处罚决定书枠 ，MYHD
必须对 ２００１年 、 ２００２年的会计报表进行调整 ，相应净利润分别由 ２４ ９３０ ０００

元 、 ２６６万元调整为 ２２ ５１０ ０００ 元 、 － ３４ １８０ ０００ 元 。 调整后公司 ２００２ 年 、

２００３年连续两年亏损 ，而在 １０月 １０日收到 枟行政处罚决定书枠 时 ，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１ ～ ３季度已亏损 １３ ３３０ ０００元 ，为化解暂停上市的危机 ，公司四季度至少必

须实现 １３ ３３０ ０００元的利润 ，这对于主业已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的 MYHD 已没
有可能 。因此 ，大规模的 、疯狂的会计利润造假行动由此展开 。但是由于中国

证监会及时对该公司进行立案查处 ，该公司的企图没有得逞 ，在强大的监管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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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 ，该公司无法披露 ２００５年中期报告 ，并于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３日起终止上市 。

根据 枟刑法枠 第 １６１条的规定 ，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

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行为 ，对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 ，构

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为了适应打击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活动的需要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 ，第 １０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２３ 次会议通过了 枟刑法修正案

（六）枠 ，对刑法原有的部分证券 、期货犯罪进行了修改 ，其中对刑法第 １６１条提

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 ２００８ 年 ５月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印发 枟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

的补充规定枠 ，对于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案 ，将 “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

人利益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细化为九项追诉标准 ，除了将因违规披露 、不

披露重要信息造成股东 、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 ５０ 万元

以上作为追诉的数额起点外 ，还对实践中常见的违规披露 、不披露行为规定

了追诉标准 ，具体有虚增或者虚减资产达到当期披露的资产总额 ３０％ 以上

的 ；虚增或者虚减利润达到当期披露的利润总额 ３０％ 以上的 ；未按规定披露

的重大诉讼 、仲裁 、担保 、关联交易或者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金额或者连

续 １２个月的累计金额占净资产 ５０％ 的 ；因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致使公

司发行的股票 、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易或

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致使不符合发行条件的公司 、 企业骗取发行核准

并上市交易的 ；在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中将亏损披露为盈利或者将盈利披露为

亏损的 。此外 ，多次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或者多

次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的 ，也规定为情节严重 、

应予追诉的情形 。

在本案中 ，MYHD 在 ２００４ 年度报告中做虚假陈述 ，除违反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有关规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外 ，因其情节严重 ，涉嫌提供虚假财务报

告罪 ，中国证监会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 ，福建省公安

厅对 MYHD以及相关人员进行立案调查 ，涉案人员已被采取刑事措施 。

【定性与处罚】

２００７年 ９月 ２４日 ，中国证监会下发了 “证监罚字 〔２００７〕 ２６号” 枟行政处

罚决定书枠 ，认定 MYHD通过少提坏账准备 、虚构交易 、少计利息等方式 ，在

２００４年度报告中虚假记载利润 ４８ ２７７ ２５８畅８６ 元 ，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 “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 ，必须真实 、准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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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不得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所禁止的 “经核准上市交易的证券 ，其发行人未按照有关规定

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的

行为 。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 、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依据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决定 ：对 MYHD处以 ４０万元罚款 ；对时

任董事长纪某某给予警告并处以 １５万元罚款 ；对时任董事总经理吴某某给予警

告并处以 １０万元罚款 ；对时任董事叶某某给予警告并处以 １０ 万元罚款 ；对时

任董事陈某 、黄某 ，时任独立董事夏某某 ，时任财务总监姬某某分别给予警告

并各处以 ３万元罚款 。

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陈某某等作出一审判决 ，陈某某

犯挪用资金罪 、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３年 ，并处罚金 ５万元 ；

纪某某犯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２年 ，缓刑 ２年 ，并处罚金 ３

万元 ；姬某某犯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１ 年 ，缓刑 １ 年 ，并处

罚金 ３万元 。

（福建证监局 　老 　陈）

F JSN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信息案

【案情介绍】

２００５年 ５ 月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 FJSN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FJSN） 涉嫌虚假陈述行为立案稽查 。经调查 ， FJSN 未按照规定披露 ２００２年年

底 ～ ２００４年 ６月将累计 ７２ ０００万元银行存款用于质押 ；未按照规定披露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年对外担保 １７ ９５０万元 ；未按照规定披露 ２００１ 年国债投资 １５ ９００ 万元 ，

且其中 １４ １００万元投资资金被关联方占用 ；未按照规定披露 ２００４年 ７ ０００万元

资金被关联方占用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年财务会计报告虚假记载 ，２００２年年末 、 ２００３

年年末资产负债各少计 ２３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度虚增国债投资收益

２ ４５４畅９３万元 。

FJSN 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所述 “公司公告的股票

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 ，必须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得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 ６０条关于中期报告 、第 ６２条所述 “发生可能对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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