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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公司2013年4月16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13年4月17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本次实施权益分派距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利润分配方案未超过2

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派方案为： 以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69,000,000股为基

数， 向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000000元 （含税； 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

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先按每10股派1.9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

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同时，向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3.0000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169,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19,7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份于2013年5月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

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

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8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3年5月8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219,700,000股。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公积金

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14,278,000 67.62% +34,283,400 +34,283,400 148,561,400 67.62%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113,646,000 67.25% +34,093,800 +34,093,800 147,739,800 67.25%

其中：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113,646,000 67.25% +34,093,800 +34,093,800 147,739,800 67.25%

4、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股份 632,000 0.37% +189,600 +189,600 821,600 0.37%

二、 无限售条件股

份

54,722,000 32.38% +16,416,600 +16,416,600 71,138,600 32.38%

1、人民币普通股 54,722,000 32.38% +16,416,600 +16,416,600 71,138,600 32.38%

2、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169,000,000 100% +50,700,000 +50,700,000 219,700,000 100%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219,700,000股摊薄计算，2012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1.33元。

八、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城常林东大街东首

咨询联系人：胡照顺 陈钊

咨询电话：0539-6263620

传真电话：0539-6263620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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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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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773,000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5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334号文《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以非公开发售方式向包括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

集团” ）在内的7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共计3,182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237,774,909股增至1,269,594,909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0年5月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各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及限售期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复星集团 3,182,000 36

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00,000 12

3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000,000 12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 4,600,000 12

5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600,000 12

6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4,600,000 12

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38,000 12

合计 31,820,000 /

注：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持有。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10年6月9日，公司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0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同意公司以总股本1,269,594,909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利润分配实施股权登

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并以总股本1,269,594,

909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利润分配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按每10股转增4股的比

例转增股本；该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10年7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0年7月26日。本次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904,392,364�股，其中复星集团

持有的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数量增至4,773,000股。

2、2012年10月30日，公司发行的336,070,00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于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挂牌上市。本次H股发行上市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2,240,462,364股。自2009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成后至本公告日，复星集团所持公司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数量未发生变化，仍为4,773,0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中，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集团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其

他6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十二个月。

除上述限售期外，复星集团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无其他上市特别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773,000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5月6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复星集团 4,773,000 0.21% 4,773,000 0

合计 4,773,000 0.21% 4,773,000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773,000 -4,773,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773,000 -4,773,000 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1,899,619,364 +4,773,000 1,904,392,364

H股 336,070,000 0 336,07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235,689,364 +4,773,000 2,240,462,364

股份总数 2,240,462,364 0 2,240,462,364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116� � �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13-014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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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3年4月24日上午9：00，在公司重庆办公室会议室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商厦3611）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万股） 9753.2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46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叶建桥先生主持。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陈丽娟女士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万股）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万股）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是否

1

《公司董事会2012年度工作

报告》；

9753.23 100% 0 --- 0 --- 通过

2

《公司监事会2012年度工作

报告》；

9753.23 100% 0 --- 0 --- 通过

3

《关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

算方案的报告》；

9753.23 100% 0 --- 0 --- 通过

4

《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9753.23 100% 0 --- 0 --- 通过

7

《关于核定公司2013年贷款

余额的议案》；

9753.23 100% 0 --- 0 --- 通过

8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

有关报酬的议案》；

9753.23 100% 0 --- 0 --- 通过

9

《关于增资盈江县民瑞水电

有限公司的议案》；

6055.03 62.08% 3698.20 37.92% 0 --- 通过

10

《关于投资建设芒牙河二级

电站的议案》；

6055.03 62.08% 3698.20 37.92% 0 --- 通过

11

《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正本

及摘要》；

9753.23 100% 0 --- 0 --- 通过

6

《关于公司2013年度固定资

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9753.23 100% 0 --- 0 --- 通过

5

《关于公司2013年度生产经

营计划的议案》；

9753.23 100% 0 --- 0 --- 通过

说明：关于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本公司 2013年4月3日、4月1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道成、田军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经

办律师认为，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2013年 4月 25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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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92� � � �证券简称 九龙电力 编号 临2013－12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吴泾发电2×300MW机组脱硝工程EPC总承包合同》、与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扎哈淖尔分公司、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内蒙古霍林河循环经济示范工程2×35万

千瓦"上大压小"自备电厂扩建项目烟气脱硫总承包合同》、 与上海长兴岛第二发电厂签订了

《上海长兴岛第二发电厂2×12MW机组脱硫工程EPC总承包合同》。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上述合同，有利于提高该公司脱硫、脱

硝工程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提高脱硫、 脱硝工程市场份额和经济效

益，通过参加公开招投标方式分别与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吴泾发电2×300MW

机组脱硝工程EPC总承包合同》、与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分公司、中电

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内蒙古霍林河循环经济示范工程2×35万千瓦"上大压小"自备电

厂扩建项目烟气脱硫总承包合同》、与上海长兴岛第二发电厂签订了《上海长兴岛第二发电厂

2×12MW机组脱硫工程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9999万元，9580万元，1824万元。

由于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分公司、中

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及上海长兴岛第二发电厂均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属企业， 而中

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宋纪生、余剑锋、陈友坤、陈大炜、杨晨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提高公司在环保市场的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交易内容合法有效、程序

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24日，是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申能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经营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法定代表人：须伟全。注

册地址：浦东南路1888号805室。经营范围：吴泾电厂60万千瓦的电力生产，电力电量及其附属

产品的销售。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分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2日， 是中国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控股的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负责人：王铁军。注册地址：通辽市扎

鲁特旗扎哈淖尔煤炭经济开发区。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锭及变性铝合金、铝合金棒、铝盘杆和

铝板产品，铝产品深加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核批准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29日， 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壹亿伍仟肆佰肆拾捌万伍仟陆佰元整。法定代表人：陈冠文。注册地址：上海市

闵行区田林路888弄7号。经营范围：电力工程（除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建筑工程，电力

工程，建筑工程咨询服务（除经纪），工程监理，电力工程监理甲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电力工程设计，电力工程调试，机电设备的销售。

上海长兴岛第二发电厂成立于1998年11月19日，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全资企业。公司

注册资本：柒仟玖佰零肆万元。法定代表人：高建林。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岛茂进路88

号。经营范围：火力发电，电力设备检修，供热。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分别与上海吴泾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分公司、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及上海长兴岛第二发电厂签订了发电机组脱硫、脱硝工程EPC总承包合同。上述项目总承包合

同价格包括：工程设计、施工、合同设备及材料、安装、运输、保管、调试、实验、技术服务和技术

指导、技术资料等费用。合同价格在参照同类型机组和项目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公开招投标

方式确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事项系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提高该公司脱硫、脱硝市

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关于2013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审核意见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