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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3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2021-027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精虹科技 2019年储能业务确认收入 4,358.43万元，占公司

收入的 4.16%；2020 年，因业务停滞并开展整顿工作，无储能业务收

入；目前，精虹科技尚处于业务机会的早期接触洽谈阶段，仅有极少

量样机的生产交付，2021 年上半年储能业务收入为 25.91 万元，占

公司收入的 0.06%。因此，储能业务在公司总体业务收入中占比较小。 

2、储能电池与动力电池在性能要求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技术

路线、工艺要求等方面均有所不同，精虹科技将业务方向由动力电池

转向储能领域，将在设备、项目经验、技术和人员储备、资金等方面

面临压力和较大不确定性。综合考虑行业发展阶段、市场竞争环境、

精虹科技现状等因素，储能业务开展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储能相关

政策预计不会导致精虹科技储能业务爆发式增长，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业务构成及相关业务基本面未发生

重大变化。2021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1 日期间，公司股价走势、市

盈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所属行业间的差异较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

投资者关注相关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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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于 2021 年 7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公司控股股东科泰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姚瑛女士、5%以上股

东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计划在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2 年

2 月 12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分别不

超过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尚未减持公司股份，公司存

在后续因股东实施减持计划导致股价波动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科泰电源”）

于 2021年 8月 11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

于对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

第 344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对此高度重视，针对关注函

中提及的事项，进行认真调查核实，现就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1. 你公司主要产品为柴油发电机组，2020 年度收入占比 90.81%。

控股子公司精虹科技开展新能源车动力电池相关业务，2020 年收入

1,408.21 万元，占比 2.01%，净利润亏损 1.23 亿元。你公司 2020

年报及 2021年半年报披露，精虹科技由于动力电池订单未按计划执

行、资金压力较大、核心团队人员发生较大变动，自 2020 年下半年

即开始停产整顿，目前已初见成效，拟将业务方向逐步转移到储能领

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审慎争取业务重启。 

（1）请补充说明精虹科技停产整顿的具体进展、产线的生产状态，

得出“目前已初见成效”结论的依据及合理性，业务重启的具体期限、

计划，并充分提示其不确定性。 

回复： 

1、整顿工作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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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海精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虹科技”）

受内外部因素影响，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业务出现停滞。基于自身实

际情况，精虹科技开展内部整顿工作，对人员进行调整，以减少持续

性日常开支；调整租赁场地，减少租赁面积和费用支出；通过资产抵

债、处置变现等方式，逐步偿还债务；积极跟进新能源汽车政府补贴

的申请和下发进度，争取资金回笼。  

经过前期工作，精虹科技实现了第二批次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回收，

通过资产的合理处置回笼了部分资金，对债务实现逐步偿还；通过人

员和经营场地调整，日常开支得到了控制。至 2021 年中，精虹科技

整体亏损收窄，各项整顿工作均取得一定进展。公司《2021 年半年

度报告》所述整顿“初见成效”，指债权债务处理、亏损减少等，并

非对业务成功转型及新产品投产的表述。 

2、业务重启安排及产线生产状态 

在整顿过程中，通过业务梳理，综合考虑市场环境、自身经验、

集团资源等因素，精虹科技计划将业务方向逐步转移至储能领域，在

继续做好前期遗留事项跟进处理的基础上，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

行业务机会的早期接触洽谈工作，审慎尝试业务开展。 

精虹科技在储能领域拥有一条自动产线和一条手工产线，并具备

部分测试设备，其余为动力电池产线。经营场地调整和缩小后，精虹

科技对产线排布和设备做了相应调整，对挪动后的产线进行了安装调

试，并利用部分产线进行了少量样机的试生产。目前产线和设备处于

可使用状态，产能约为 200MWh，实际产量需结合订单情况，存在不

确定性。 

后续，精虹科技仍将结合市场需求及自身实际，审慎尝试业务开

展，合理、逐步地进行业务重启。业务重启的具体期限和实际进度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重点关注公司经营情况及基本面，谨

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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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补充说明精虹科技在储能领域的具体业务规划、目前的进

展、已实现的业务收入，结合储能电池与动力电池在技术、工艺、设

计、性能等方面差异以及精虹科技动力电池产线停产原因，目前整顿

进展以及资金、技术、人员现状，说明转入储能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及困难，并充分提示有关风险和不确定性。 

回复： 

1、储能业务情况及规划 

精虹科技原主要业务领域为新能源商用车动力电池，于 2019 年

尝试进入储能领域，存在少量相关业务，2019 年确认收入 4,358.43

万元，占公司收入的 4.16%。2020 年，因业务停滞并开展整顿工作，

无储能业务收入。2021 年，经过业务梳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现

有资源能力，精虹科技拟选取储能电池系统制造（模组+BMS）和储能

产品成套作为切入点，开展制造销售业务。目前尚处于业务机会的早

期接触洽谈阶段，仅有极少量样机的生产交付，上半年储能业务收入

为 25.91 万元，占公司收入的 0.06%。 

2、进入储能领域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储能电池与动力电池在性能要求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技术路线、

工艺要求等方面均有所不同，精虹科技将业务方向由动力电池转向储

能领域，将在设备、项目经验、技术和人员储备、资金等方面面临压

力和较大不确定性。设备方面，精虹科技目前仅有少量储能产品的生

产和测试设备，动力电池产线与储能产线不具备通用性；项目经验方

面，精虹科技自 2019年至今仅有少量项目交付，总体经验尚不丰富；

技术和人员储备方面，经过前期整顿，人员发生较大变化，业务团队

尚不完备，技术储备较弱；资金方面，精虹科技前期经营状况不佳导

致自身现金流尚处于相对紧张状态。 

同时，目前国内储能行业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储能应用尚未

形成规模，经济性仍有待验证，商业模式尚待探索。精虹科技后续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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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开展，也需要面对现有市场主体和新进入者的激烈竞争。 

因此，储能相关政策预计不会导致精虹科技储能业务爆发式增长，

综合考虑行业发展阶段、市场竞争环境、精虹科技现状等因素，储能

业务开展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2. 你公司 2020 年、2021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17,045万元、916 万元。 

（1）2021 年上半年，你公司环保低噪声柴油发电机组业务收入

占营业总收入的 91.18%，毛利率为 11.49%，较上年同期下降 3.51

个百分点。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2021年上半年实现盈利的主要原因，

结合相关业务毛利率及变化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情况等充分

提示经营风险。 

回复： 

1、2021年上半年实现盈利的主要原因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出口市场下滑严重，出口企业转向内销

市场，国内竞争加剧；拥有发动机资源的国际品牌优势明显，同行厂

商努力增加资本实力，以提升业务能力和竞争优势，行业内竞争亦有

所加剧；由于下游客户部分项目进度延迟，公司产品交付晚于预期，

导致收入规模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同时，精虹科技受内外部

因素影响，业务出现停滞。受以上因素影响，公司在 2020 年度出现

亏损。 

2021 年上半年，受益于国内疫情的良好控制，经济增速明显恢

复，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目延续去年下半年增长态势，总体市场需求

有所释放。公司加强项目拓展，稳固数据中心、通信等核心行业市场，

大力拓展关键重点客户项目，订单获取情况良好；下游客户项目进度

顺利，公司产品服务正常交付；严控内部成本费用，加快推动账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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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进一步加强各项管理工作的精细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员工人效、

管理有效性及经营效益，较好地实现了经营目标。同时，经过前期整

顿，精虹科技亏损大幅收窄。因此，在与 2020 年度毛利水平基本持

平的情况下，公司 2021年上半年实现盈利。 

2、毛利率情况及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主营业务所在的发电机组行业已经过多年发展，属于充分竞

争市场。近年来，头部几家国际品牌均已在国内设厂，利用自身优势，

大幅降低国内项目投标价格；行业内企业努力争取业务机会，提升业

务规模和竞争优势；叠加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影响，行业毛利率水平

进一步下降。因此，发电机组产品作为通信、数据中心、高端制造、

交通枢纽等领域的备用电源，以及石油勘探、工程建设、大型活动等

领域的移动电源，虽然市场需求持续存在，并具备新的发展机遇，但

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毛利水平处于下降趋势。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毛利率 

备注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

上半年 

科泰电源

（300153） 
16.77% 18.83% 11.02% 11.49%   

泰豪科技

（600590） 
8.45% 10.84% 13.10% 未取得 

取“智能应急电源”产品毛利

率 

隆鑫通用

（603766） 
21.26% 16.53% 12.72% 未取得 

2018 年度为“发电机组”（含

家用和商用）数据，2019/2020

年为“商用发电机组”数据 

康达新能

（833282） 
未取得 14.79% 16.64% 未取得 

取“燃油发电机组”产品毛利

率 

首帆动力

（832266） 
22.67% 16.29% 13.82% 未取得 取“发电机组”产品毛利率 

数据来源：上述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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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组行业市场需求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息息相关；随着新型

能源的技术进步和推广应用，传统柴油发电机组产品存在一定的被替

代风险；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行业毛利率水平有下降趋势。如果公

司无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应对，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将

受到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详细阅读《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公司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的具体内容。 

（2）请结合你公司所处行业及生产经营情况、主营产品所处市场

需求变化等，分析说明相关业务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近期股价

涨幅与基本面是否匹配，并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就股价短期大

幅波动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回复：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仍为发电机组等电力设备产品和服务；公司

2021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与往年同期相比有较好增长，但总体未发生

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产品所处市场需求主要受通信、数据中心等基础

设施建设驱动，增速相对平稳。因此，公司业务构成及相关业务基本

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1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1 日，公司股价走势、估值与同行业

上市公司及所属行业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行业 滚动市盈率 市值 7.28 收盘价 8.11 收盘价 期间涨跌幅 

科泰电源

（300153） 
-37.79 55.6 7.13 15.02 110.66% 

泰豪科技

（600590） 
70.92 72.4 6.32 8.38 32.59% 

隆鑫通用

（603766） 
12.35 71.9 3.28 3.44 4.88% 

申银万国行业

分类 

-电气设备 

53 —— 10804.5 11974.7 10.83%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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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股价走势、市盈率与同行业上

市公司及所属行业间的差异及相关投资风险。 

 

3. 你公司于 2021年 7月 22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控股股东科泰控股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姚瑛、5%以上股东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请补充说

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监高

人员等近 1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除上述披露减持计划的股东外，

其他人员未来 3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

露和互动易答复影响股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回复：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查询结果，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监高人员近 1

个月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除上述已披露减持计划的股东外，

副董事长许乃强先生在未来 3 个月内存在减持计划，可减持数量为不

超过 84.94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654%），具体以届时披

露的减持计划为准；其他人员在未来 3 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则的规定，认真、及时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在

已公开披露的信息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互动易平台向投资者回

复了公司产品、客户合作以及股东人数等情况。不存在利用信息披露

和互动易答复影响股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人员的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督促相关人员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业务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存在后续因股东实施减持计划导致股价波动的可能，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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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说明你公司近 3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接待投资者调研、自

媒体宣传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误导投资者的

情形。 

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近三个月未接受媒体采访或接待投资者调研。  

公司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的自媒体宣传，主要是介

绍公司产品、应用案例、公司获得的荣誉及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等。

不存在误导投资者、跟风炒作等问题，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

则或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13日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1. 你公司主要产品为柴油发电机组，2020年度收入占比90.81%。控股子公司精虹科技开展新能源车动力电池相关业务，2020年收入1,408.21万元，占比2.01%，净利润亏损1.23亿元。你公司2020年报及2021年半年报披露，精虹科技由于动力电池订单未按计划执行、资金压力较大、核心团队人员发生较大变动，自2020年下半年即开始停产整顿，目前已初见成效，拟将业务方向逐步转移到储能领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审慎争取业务重启。
	（1）请补充说明精虹科技停产整顿的具体进展、产线的生产状态，得出“目前已初见成效”结论的依据及合理性，业务重启的具体期限、计划，并充分提示其不确定性。
	回复：
	1、整顿工作及进展
	2020年，上海精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虹科技”）受内外部因素影响，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业务出现停滞。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精虹科技开展内部整顿工作，对人员进行调整，以减少持续性日常开支；调整租赁场地，减少租赁面积和费用支出；通过资产抵债、处置变现等方式，逐步偿还债务；积极跟进新能源汽车政府补贴的申请和下发进度，争取资金回笼。
	经过前期工作，精虹科技实现了第二批次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回收，通过资产的合理处置回笼了部分资金，对债务实现逐步偿还；通过人员和经营场地调整，日常开支得到了控制。至2021年中，精虹科技整体亏损收窄，各项整顿工作均取得一定进展。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所述整顿“初见成效”，指债权债务处理、亏损减少等，并非对业务成功转型及新产品投产的表述。
	2、业务重启安排及产线生产状态
	在整顿过程中，通过业务梳理，综合考虑市场环境、自身经验、集团资源等因素，精虹科技计划将业务方向逐步转移至储能领域，在继续做好前期遗留事项跟进处理的基础上，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业务机会的早期接触洽谈工作，审慎尝试业务开展。
	精虹科技在储能领域拥有一条自动产线和一条手工产线，并具备部分测试设备，其余为动力电池产线。经营场地调整和缩小后，精虹科技对产线排布和设备做了相应调整，对挪动后的产线进行了安装调试，并利用部分产线进行了少量样机的试生产。目前产线和设备处于可使用状态，产能约为200MWh，实际产量需结合订单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精虹科技仍将结合市场需求及自身实际，审慎尝试业务开展，合理、逐步地进行业务重启。业务重启的具体期限和实际进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重点关注公司经营情况及基本面，谨慎决策。
	（2）请补充说明精虹科技在储能领域的具体业务规划、目前的进展、已实现的业务收入，结合储能电池与动力电池在技术、工艺、设计、性能等方面差异以及精虹科技动力电池产线停产原因，目前整顿进展以及资金、技术、人员现状，说明转入储能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困难，并充分提示有关风险和不确定性。
	回复：
	1、储能业务情况及规划
	精虹科技原主要业务领域为新能源商用车动力电池，于 2019 年尝试进入储能领域，存在少量相关业务，2019年确认收入4,358.43万元，占公司收入的4.16%。2020年，因业务停滞并开展整顿工作，无储能业务收入。2021年，经过业务梳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现有资源能力，精虹科技拟选取储能电池系统制造（模组+BMS）和储能产品成套作为切入点，开展制造销售业务。目前尚处于业务机会的早期接触洽谈阶段，仅有极少量样机的生产交付，上半年储能业务收入为25.91万元，占公司收入的0.06%。
	2、进入储能领域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储能电池与动力电池在性能要求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技术路线、工艺要求等方面均有所不同，精虹科技将业务方向由动力电池转向储能领域，将在设备、项目经验、技术和人员储备、资金等方面面临压力和较大不确定性。设备方面，精虹科技目前仅有少量储能产品的生产和测试设备，动力电池产线与储能产线不具备通用性；项目经验方面，精虹科技自2019年至今仅有少量项目交付，总体经验尚不丰富；技术和人员储备方面，经过前期整顿，人员发生较大变化，业务团队尚不完备，技术储备较弱；资金方面，精虹科技前期经营状况不佳导致自身现金流尚处于相...
	同时，目前国内储能行业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储能应用尚未形成规模，经济性仍有待验证，商业模式尚待探索。精虹科技后续业务的开展，也需要面对现有市场主体和新进入者的激烈竞争。
	因此，储能相关政策预计不会导致精虹科技储能业务爆发式增长，综合考虑行业发展阶段、市场竞争环境、精虹科技现状等因素，储能业务开展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 你公司2020年、2021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7,045万元、916万元。
	（1）2021年上半年，你公司环保低噪声柴油发电机组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91.18%，毛利率为11.49%，较上年同期下降3.51个百分点。请你公司补充说明2021年上半年实现盈利的主要原因，结合相关业务毛利率及变化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情况等充分提示经营风险。
	回复：
	1、2021年上半年实现盈利的主要原因
	2020年，受疫情影响，出口市场下滑严重，出口企业转向内销市场，国内竞争加剧；拥有发动机资源的国际品牌优势明显，同行厂商努力增加资本实力，以提升业务能力和竞争优势，行业内竞争亦有所加剧；由于下游客户部分项目进度延迟，公司产品交付晚于预期，导致收入规模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同时，精虹科技受内外部因素影响，业务出现停滞。受以上因素影响，公司在2020年度出现亏损。
	2021年上半年，受益于国内疫情的良好控制，经济增速明显恢复，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目延续去年下半年增长态势，总体市场需求有所释放。公司加强项目拓展，稳固数据中心、通信等核心行业市场，大力拓展关键重点客户项目，订单获取情况良好；下游客户项目进度顺利，公司产品服务正常交付；严控内部成本费用，加快推动账款回收，进一步加强各项管理工作的精细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员工人效、管理有效性及经营效益，较好地实现了经营目标。同时，经过前期整顿，精虹科技亏损大幅收窄。因此，在与2020年度毛利水平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公司20...
	数据来源：上述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
	发电机组行业市场需求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息息相关；随着新型能源的技术进步和推广应用，传统柴油发电机组产品存在一定的被替代风险；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行业毛利率水平有下降趋势。如果公司无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应对，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详细阅读《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公司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的具体内容。
	（2）请结合你公司所处行业及生产经营情况、主营产品所处市场需求变化等，分析说明相关业务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近期股价涨幅与基本面是否匹配，并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就股价短期大幅波动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回复：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仍为发电机组等电力设备产品和服务；公司2021年上半年经营情况与往年同期相比有较好增长，但总体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产品所处市场需求主要受通信、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增速相对平稳。因此，公司业务构成及相关业务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1年7月29日至8月11日，公司股价走势、估值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所属行业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数据来源：Wind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股价走势、市盈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所属行业间的差异及相关投资风险。
	3. 你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控股股东科泰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姚瑛、5%以上股东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监高人员等近1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除上述披露减持计划的股东外，其他人员未来3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和互动易答复影响股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回复：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查询结果，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监高人员近1个月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除上述已披露减持计划的股东外，副董事长许乃强先生在未来3个月内存在减持计划，可减持数量为不超过84.94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654%），具体以届时披露的减持计划为准；其他人员在未来 3 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则的规定，认真、及时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在已公开披露的信息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互动易平台向投资者回复了公司产品、客户合作以及股东人数等情况。不存在利用信息披露和互动易答复影响股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人员的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督促相关人员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业务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存在后续因股东实施减持计划导致股价波动的可能，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请说明你公司近3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接待投资者调研、自媒体宣传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近三个月未接受媒体采访或接待投资者调研。
	公司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的自媒体宣传，主要是介绍公司产品、应用案例、公司获得的荣誉及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等。不存在误导投资者、跟风炒作等问题，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