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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2           证券简称：宏达矿业        公告编号：2019-045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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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 2019 年 11 月 19 日

至2019年11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已累计达到20.01%，

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4,243.4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17.69 万元，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276.87 万元（已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5,999.26 万元，实现净利润-15,529.35 万元，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049.27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

额为 9,345.34 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1 月 20 日收盘，公司动态市盈率为负，市净率 1.24 倍，公

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近期关注到游戏板块有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将所持

有的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投网络”）25%的股权转让给上

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控互动”），截至目前，公司不存

在涉及游戏行业的情形。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80289 号），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 2018-003 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事项仍处于立案调查阶段。 

●2019 年 8 月，根据相关涉诉事项的判决结果，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对败诉案件所涉及的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全额计提了预

计负债，合计金额 27,571.65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042 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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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42,264 股股份尚处于轮候冻结状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007 号、

2019-008 号、2019-012 号、2019-025 号及 2019-043 号公告。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0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已累计达到 20.0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

调整，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4,243.4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17.69 万元，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276.87 万元（已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5,999.26 万元，实现净利润-15,529.35 万元，实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049.27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为 9,345.34 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1 月 20 日收盘，公司动态市盈率为负，市净率 1.24 倍，公司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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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

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2016 年 3 月，公司与上海品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对宏投

网络进行增资，并通过宏投网络收购英国 Jagex Limited 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

Jagex Limited 公司 100%股权。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宏投网络累计出资人民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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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持有宏投网络 25%的股权。具体详见公司 2016-016、2016-017 号公告。 

2016 年 9 月 11 日，公司与富控互动及宏投网络签订了《上海中技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5%股权之股权收购协议》等相关协议，公司将所持有的参股公司宏投网络 25%

股权以 8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富控互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068、

2016-070、2016-071 号公告及相关文件。   

公司近期关注到游戏板块有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将所持有

的上述宏投网络 25%的股权转让给富控互动，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涉及游戏行

业的情形。同时，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

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票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0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已累计达到 20.01%，波动幅度较大，交易量明显放大，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1）公司市盈率与同行业情况比较 

项目 公司简称及股票代码 11 月 19 日 11 月 20 日 

动态市盈率 宏达矿业（600532） 亏损 亏损 

海南矿业（601969） 71.48 70.43 

金岭矿业（000655） 13.31 13.26 

（2）公司股价波动情况与同行业波动情况比较 

公司简称及股票代码 项目 11 月 19 日 11 月 20 日 

宏达矿业（600532） 涨幅 9.94% 10.14% 

收盘价 3.65 元/股 4.02 元/股 

海南矿业（601969） 涨幅 2.07%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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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价 5.43 元/股 5.35 元/股 

金岭矿业（000655） 涨幅 1.17% -0.39% 

收盘价 5.19 元/股 5.17 元/股 

（3）截至 2019 年 11 月 20 日收盘，公司动态市盈率为负，市净率 1.24 倍，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4,243.4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17.69 万元，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276.87 万元（已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5,999.26 万元，实现净利润-15,529.35 万元，实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049.27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为 9,345.34 万元（未经审计）。 

（三）立案调查风险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80289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18-003 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事项仍处于立案调查阶段。 

（四）涉及诉讼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披露日，公司涉及诉讼的相关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案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诉讼本金

（万元） 
诉讼事由 进展情况 

1 
（2018）赣 01 民

初 38 号 
万国峰 

借款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尤夫高新纤

维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崔

之火、朱士民 

4,999.90 民间借贷 

一审判决公司应

偿付借款本金

16,999,990 元及

利息，公司已提

起上诉 

2 
（2018）赣 01 民

初 50 号 
万小云 

借款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尤夫高新纤

维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

限公司、颜静刚、朱士民 

 

4,950 民间借贷 

一审判决应公司

偿付借款本金

4,950万元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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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湘 052

民初 258 号 
刘小娟 

借款人：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担保人：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颜静刚 

1,500 民间借贷 

终审判决应公司

偿付借款本金

14,675,640 元及

利息 

4 

（2018）豫 1082

民初 609 号、

（2018）豫 1082

民初 611 号 

王冠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颜静刚、梁秀红 

2,000 民间借贷 

终审判决公司应

偿还借款本金

2,000万元及利息 

5 
（2018）苏 01 民

初 862 号 

江苏大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苏州金介

誉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汯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新余宁

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远喻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7,500 
股权转让

纠纷 

一审判决公司应

支付违约金7,500

万元 

6 
（2018）沪 01 民

初 289 号 
丁某 

借款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富控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颜静刚、吕彦东 

担保人：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41,500 
民间借贷

纠纷 
审理中 

7 
（2018）鲁民初

74 号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借款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担保人：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40,000 
金融借贷

合同纠纷 
审理中 

8 
（2018）鲁民初

75 号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借款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担保人：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40,000 
金融借贷

合同纠纷 
审理中 

9 
（2018）鲁民初

76 号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借款人：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 

担保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50,000 
金融借贷

合同纠纷 
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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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8）鲁民初

77 号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 

借款人：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 

担保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50,000 
金融借贷

合同纠纷 
审理中 

2019 年 8 月，根据上述相关涉诉事项的判决结果，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对败诉案件所涉及的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全额计提了

预计负债，合计金额 27,571.65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042 号公告。公

司将积极应对上述涉诉事项，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五）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及冻结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

份数为 135,142,264 股，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35,132,406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的 99.99%，占公司总股本的 26.185%，股权质押率较高。上述 135,142,264

股股份目前处于轮候冻结状态。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其他任何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

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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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