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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2015-048
900955 九龙山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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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年6月2日起停牌，并于2015年6月2日、2015年6月9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5-029）、《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1）。2015年6月
16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4），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6日起
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2015年6月24日、2015年7月1日、2015年7月8日、7月15日分别发布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5、临2015-038、临2015-040、临2015-044）。2015年7月16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45），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6日起预
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2015年7月22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47）。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商讨、论证并推进相关工作。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600614900907股票简称：鼎立股份鼎立B股
编号：临2015-065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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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鼎立股份

"）董事会八届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7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8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自身发展情况并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经与公司管理层沟通讨

论，董事会决定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为：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原则，基于自身能
力和机会，洞察那些有前途的行业并加入其中，强化公司集团化管理的能力和
优势，在成本、效率、技术等方面追求卓越，创造公司的长期竞争力。
为集中公司资源实施公司战略，公司拟将下述产业予以剥离：在2015年底

前，剥离公司房地产业务；在2016年底前剥离公司橡胶胶带及农业机械业务。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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