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一七年一月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7-003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激励体系、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

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完善员工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股计划》（2014年11月21日）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推出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以实现公司持续、健康

的发展，相关筹划情况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规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

额所对应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股票来源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股票拟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含大宗交易）及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

式取得。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范围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范围原则上为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的正式员工，持有人均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全职工作、领取薪酬，并签订劳动合同。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将尽快开展对该计划的可行性讨论和员工意见征求工作，且

该计划从推出到实施尚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因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待该计划确定后，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出具明确的持股计划草案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在此过程中，员工持股计划的推出面临着政

策、利率、经济周期、流动性等诸多不确定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39� � �证券简称：凯迪生态 编号：2017-8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阳光凯迪"）的通知，其于2017年1月16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了本公司的部分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1、增持人: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阳光凯迪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增持表示对上市公司发

展的看好和支持。 后续可能会择机再增持公司股份，公司将继续关注其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二级市场增持。

4、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7年1月16日，阳光凯迪增持公司1,064,900股股票，平均价格11.32元/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05%。 本

次增持前，阳光凯迪合计持有公司559,293,123股股份，合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8.47%。 上述增持后，截止到

2017年1月16日，阳光凯迪合计持有公司560,358,023股股份，合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8.52%。

5、阳光凯迪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6、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后续可能会择机再增持公司股份，公司将继续关注其相关情况，并依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其它说明：阳光凯迪承诺：阳光凯迪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制

度的要求，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

买卖公司股票。

阳光凯迪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继续关注阳光凯迪增

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月16日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70,135,33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价格：15.96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1,119,359,930.64元

募集资金净额：1,096,369,628.27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股票上市数量：70,135,33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上市时间：2017年1月18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中，7名特定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

四、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联化科技、发行人、公司 指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的行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邀请书》 指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 指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报告期 指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5年11月8日，本次非公开增发方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2月9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超过99.50%的赞成

率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增发方案。

2016年2月5日， 经调整后的非公开增发方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2月22日， 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超过

99.32%的赞成率审议通过经调整后的非公开增发方案。

2016年2月24日， 经调整后的非公开增发方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3月11日， 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超过

99.99%的赞成率审议通过经调整后的非公开增发方案。

2016年7月3日，经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对股份发行规模、补充流动资金进行调减的调整方案。

2016年7月13日，经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对股份发行规模、补充流动资金进行再次调减的调整方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2016年8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16年12月1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68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0日，7名特定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年1月3日出具了“信会师报

字[2017]第110001号”《验资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0日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人民币1,119,

359,930.64元。

2017年1月3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费与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账户内。

2017年1月4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110002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17年1月3日止，联化科技共计募集

货币资金人民币1,119,359,930.64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22,990,302.37元，联化科技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96,369,628.27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

币70,135,334.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1,026,234,294.27元。

（四）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1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股份预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7名特定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证券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84,800,000股（含本数）。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上限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视发行时市场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的数量作相应调整。

根据询价结果，公司本次实际发行股份数量为70,135,334股。

（三）发行价格

经发行人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6年2月25日）。 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发行价格不低于13.32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

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

根据本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此次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834,873,322� 股）为基数，每10

股派1.20元（含税），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4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4月28日。 目前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成。 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相应地调整为不低于13.20元/股（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股利）。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5.96元/股。

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13.20元/股的120.91%；相当于发行申购日（2016年12月27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16.39元/股的97.38%。

（四）各认购对象的锁定期

本次认购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各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1、申购报价情况

2016年12月22日，联化科技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发出《认购邀请书》152份，2016年12月27日13:00-17:00，在《认购邀请书》规定时限内，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共收到28份有效《申购报价单》，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申购数量 申购金额

(

元

)

（股）

(

万元

)

1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63 7,215,874 12,000

2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57 9,608,785 14,000

15.5 7,741,935 12,000

3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7 8,163,265 12,000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15 7,920,792 12,000

14.28 9,943,977 14,200

5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51 22,205,773 30,000

15.61 7,687,379 12,000

6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18 8,462,623 12,000

7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85 8,080,808 12,000

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5 12,000,000 17,400

15.5 18,000,000 27,900

9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06 10,624,169 16,000

10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12 10,623,229 15,000

11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13 16,523,463 25,000

15.66 12,771,392 20,000

15.96 9,398,496 15,000

12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01 13,062,098 18,300

14.9 10,067,114 15,000

15.2 7,894,736 12,000

13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21 9,084,027 12,000

14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3 9,022,556 12,000

15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1,111,111 20,000

16

俞洪泉

14.83 8,159,136 12,100

17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3 18,045,112 24,000

13.99 8,577,555 12,000

18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38 7,326,007 12,000

19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95 11,285,266 18,000

17.03 7,046,388 12,000

20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97 10,269,254 16,400

16.79 7,980,941 13,400

21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1 9,084,027 12,000

22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9 8,053,691 12,000

2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12 13,359,788 20,200

15.46 7,761,966 12,000

2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96 18,796,992 30,000

16.47 18,214,936 30,000

25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3 12,781,954 17,000

2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78 20,297,699 30,000

15.8 10,632,911 16,800

27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51 13,989,637 18,900

28

台州泓石汇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5 7,717,041 12,000

截至2016年12月27日17:00，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11名投资者提交的申购保证金，均已足额到账，金额总计8,440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实缴保证金（万元）

1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0

2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

3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00

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00

5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0

6

俞洪泉

610

7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20

8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50

9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0

11

台州泓石汇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

合计

8,440

2、股份配售情况

本次配售采取“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认购时间优先” 的原则。 申购报价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收到的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有效

申购的申报价格由高至低的原则进行排序，申报价格相同的按照其认购数量由多至少进行排序，申报价格相同且认购数量相同的，按照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件的

时间先后（以本次发行指定的传真机时间为准）进行排序。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情况及上述配售原则并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量，本次共发行70,135,334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

为15.96元/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7家。 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锁定期（月）

1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531,328 12

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8,796 12

3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8,796 12

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796,992 12

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8,796 12

6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275,689 12

7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974,937 12

总计

70,135,334 -

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及其最终出资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无关联关系，符合发行人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19,359,930.64元，扣除人民币22,990,302.37元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保荐

费和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96,369,628.27元。

（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

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70,135,334股，发行对象总数为7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发行对

象及其获售股数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1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531,328

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8,796

3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8,796

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796,992

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8,796

6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275,689

7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974,937

总计

70,135,334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中心29层

法定代表人：王瑶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32层

法定代表人：刘卓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管理资格证书A009号经营）

3、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海景南二路45号4楼02单元之175

法定代表人：洪文瑾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4、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43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5、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16-17楼

法定代表人：薛爱东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69号2幢4层4021室

法定代表人：来肖贤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它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19层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凭基金管理资格证书A012经营）

（二）认购情况及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公司股份数量及限售期安排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锁定期（月）

1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531,328 12

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8,796 12

3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8,796 12

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796,992 12

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8,796 12

6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275,689 12

7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974,937 12

总计

70,135,334 -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上述发行对象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中文名称：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联化科技

股票代码：002250

注册资本：834,642,322元

法定代表人：王萍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经济开发区永椒路8号

董事会秘书：陈飞彪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磊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36号

保荐代表人：周新宇、黄立凡

项目协办人：胡占军

项目组其他人员：吴丽、刘翀

联系电话：010-59833159

联系传真：010-59226531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407-408

负责人：郭斌

经办律师：郭斌、贺伟平

联系电话：010-66413377

传真：010-66412855

（四）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61号4楼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签字注册会计师：林伟、毛佳敏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16年11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全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股）

牟金香 境内自然人

30.49 254,535,853 254,535,853

张有志 境内自然人

3.57 29,780,18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6 18,905,400 0

张贤桂 境内自然人

2.16 17,996,210 13,497,15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1.74 14,492,489 0

彭寅生 境内自然人

1.37 11,459,770 10,015,26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核

心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 10,536,917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河行

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1 10,104,851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其他

1.20 10,009,57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1.08 8,999,984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股）

1

牟金香

28.13% 254,535,853 254,535,853

2

张有志

3.17% 28,700,182 -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9% 18,905,400 -

4

张贤桂

1.99% 17,996,210 13,497,157

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1.61% 14,600,889 -

6

彭寅生

1.27% 11,459,770 8,594,827

7

全国社保一一八组合

1.21% 10,979,008 -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1.21% 10,918,680 2,506,265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6% 10,536,917 -

1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018L-

FH001

深

1.11% 10,009,578 -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增加70,135,334股，牟金香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没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70,135,334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83,752,331 34.00 353,887,665 39.1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0,889,991 66.00 550,889,991 60.89

合计

834,642,322 100 904,777,656 100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偿债能力进一步提高，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

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主要从事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全球领先的精细化学品提供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主营业务

结构，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实力和盈利能力。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

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股本结构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进行修订外，暂无其他修订

计划。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董事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

大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不会因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而产生新的关联交易。目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业务上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非公开发

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业务上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七）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票共计70,135,334股，以2015年和2016年1-9月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的每股收益（摊薄）及每股净资产（摊薄）如下：

2016

年

9

月

30

日

/

2016

年度

1-9

月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2015

年度

股份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67 0.2645 0.7645 0.7052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5.1437 5.9567 4.9586 5.7859

注：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对应会计期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截至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

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对应会计期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截至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本次募集资金净额）/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上（http://www.cninfo.com.cn）的《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概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70,135,334股，2017年1月4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110002号”《验资报告》，截至2017年1月3日止，

联化科技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1,119,359,930.64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22,990,302.37元，联化科技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96,369,628.27元，其中

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70,135,334.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1,026,234,294.27元。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万

元）

实施主体

1

年产

400

吨

LT822

、

10

吨

TMEDA

、

20

吨

MACC

、

15

吨

AMTB

医药中间体项目

58,235.7 56,000

台州联化

2

年产

1,000

吨

LH-1

技改项目

30,070 30,000

盐城联化

3

年产

9,000

吨氨氧化系列产品技改项目

17,980 16,000

盐城联化

4

补充流动资金

- 9,936 -

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项目的轻重缓急决定项目的投资次序和投资金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了抓住市场机遇，公司将可能根据

自筹资金的情况对项目先行进行投资，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年产400吨LT822、10吨TMEDA、20吨MACC、15吨AMTB医药中间体项目

1、项目概况

公司LT822、TMEDA、MACC、AMTB等四种医药中间体，联化科技已完成了小试、中试和工业化试生产，台州联化在利用园区内完善公用工程及环保设施基础上，

购买相关设备，采取清洁生产工艺，实施年产400吨LT822、10吨TMEDA、20吨MACC、15吨AMTB医药中间体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58,235.7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56,000

万元。 截至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日，本项目已开工建设，已投资2,004.89万元，董事会前投资金额没有计入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范畴。

2、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58,235.7万元，其中：建设投资50,116万元，铺底流动资金8,119.7万元。

3、项目效益

经审慎测算本项目年平均营业收入66,503.8万元，年平均利润总额19,325.5万元。 项目建设期1年半，第一年投资70%，第二年投资30%。 建成后第一年生产负荷为

50%，第二年达产。

（二）年产1,000吨LH-1技改项目

1、项目概述

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盐城联化实施。 盐城联化拟利用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配套的公用工程及环保设施， 购买相关设备， 采用成熟的生产工艺， 实施

1Kt/aLH-1产品项目，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产业发展布局。本项目总投资30,07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30,000万元。截至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日，本项目已开工

建设，已投资65.09万元，董事会前投资金额没有计入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范畴。

2、投资概算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30,07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26,25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3,820万元。

3、项目效益

经审慎测算本项目达产后将形成营业收入44,872万元，年平均利润总额13,309万元。 项目建设期1年，建成后第一年生产负荷为80%，第二年达产。

（三）年产9,000吨氨氧化系列产品技改项目

1、项目概述

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盐城联化实施。盐城联化拟利用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配套的公用工程及环保设施，购买相关设备，采用成熟的生产工艺，实施9Kt/a氨氧

化系列产品项目，包括公司成熟产品对氯苯腈、邻氯苯腈、2,6-二氯苯腈、2-氰基-4-硝基苯胺、2-氰基-4-硝基-6-溴苯胺等，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产业发展布局。 本项

目总投资17,98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16,000万元。截至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日，本项目已开工建设，已投资1,737.03万元，董事会前投资金额没有计入本次

募集资金使用范畴。

2、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17,98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5,98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2,000万元。

3、项目效益

经审慎测算本项目达产后将形成营业收入27,423万元，年平均利润总额6,572万元。 项目建设期1年，建成后第一年生产负荷为80%，第二年达产。

三、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

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方案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之规定；本次发行发送认

购邀请书的范围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方式、工作程序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之规定；本次发行确定发行价格遵循了

价格优先原则，发行价格、发行对象人数、发行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通过申购报价确定的发行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

资格；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在约定时间内足额缴纳了认股价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并履行了法定验资程序；本次发行过程和结果合法有

效。 ”

第六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及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发行人与天风证券签署了《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保荐协议》，聘请天风证券作为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天风证券指定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联

化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 本次非公开发行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上市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

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保荐机构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联化科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70,135,334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7年1月18日。

本次发行中，7名特定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2017年1月18日（即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刊登前，联化科技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书；

2、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二、备查文件的查阅

（一）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1：00～4：00

（二）查阅地点：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经济开发区永椒路8号

联系电话：0576-84275238

传真：0576-84275238

联系人：陈飞彪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600589� � �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编号：临2017-【001】

债券简称：12榕泰债 债券代码：122219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2017年付息公告

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7年1月23日

●债券付息日：2017年1月24日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2013年1月24日发行的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7年1月24日开始支付自2016年1月24日至2017年1

月23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

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12榕泰债（122219）。

3、发行规模：人民币7.50亿元。

4、债券余额：人民币74,995.00万元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品种，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公司在2015年12月28日、2015年12月29日、2015年12月30日进行了债券回售登记，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2榕泰债” 本次有效回售申报数量500张，回售金

额50,000.00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5.90%。

按照《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榕泰债”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12榕泰债”

的未被回售部分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仍维持5.90%不变。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3年1月24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月24日。

10、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1月24日。

11、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2、信用评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级。

13、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3年3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6年1月24日至2017年1月23日，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2、每手“12榕泰债”（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9.00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2017年1月23日。

2、本次付息日：2017年1月24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债权登记日即2017年1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12榕泰债”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1、发行人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

行债券兑付、兑息。 发行人将在本年度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发行人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发行人自行

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发行人的公告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每手“12榕泰债” 面

值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47.20元（税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

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

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12榕泰债” 面值1,000元实际派

发利息为59.00元（含税）。

3、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3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

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QFII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10%的

企业所得税，并由发行人代扣代缴。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期2017年1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12榕泰债” 的QFII协助发行人办理所得税事宜，具体如下：

（1）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2017年1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12榕泰债” 的QFII在本次付

息日起15个工作日内填写附件《“12榕泰债” 付息事宜之QFII情况表》，并传真至发行人联系人处，原件请

签章后寄送至发行人联系人处。

（2）请上述QFII在本次付息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应缴纳的税款项划至发行人银行账户（收款银行：

中国银行揭阳市分行；收款账户名称：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款账号：670457752762），用途填写

“12榕泰债税款” ，由发行人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发行人联系人联系并确认。

（3）如上述QFII等非居民企业已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券利息应纳税款或已进行相

应的纳税申报，请于本次付息日起15个工作日内，除提供上述第（1）项资料外，还应向发行人联系人提供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和相关纳税证明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完税凭证原件、 向中国税务机关递

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

再安排相应债券利息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所有QFII等非居民企业应提供的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

方式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至发行人联系人处。

（4）如上述QFII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导致发行人无

法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七、本次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揭东区经济试验区西侧

联系人：徐罗旭

联系电话：0633-3568053

传真：0663-3568052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2层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张琪悦

联系电话：010-60833560

邮政编码：100026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传真：021-68875802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7日

附表：“12榕泰债”付息事宜之QFII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6

年

3

月

18

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传真： 填表日期：

证券代码：600863� � � �股票简称：内蒙华电 编号：临2017-02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销售量完成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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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要求，现将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华电” ）2016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电力

公司直属及控股企业2016年度电量数据表

地区分

类

项目名称 电源种类

发电量（千千瓦时） 上网电量（千千瓦时）

本期 去年同期

同比

增减

本期 去年同期

同比

增减

蒙东地

区

乌力吉木仁风电场 风电

55,200.00 60,340 -8.52% 54,220.00 59,340 -8.63%

额尔格图 风电场 风电

66,370.00 76,734 -13.51% 64,910.00 76,000 -14.59%

蒙东电网合计

121,570.00 137,074 -11.31% 119,130.00 135,340 -11.98%

蒙

西地区

白云鄂博 风电场 风电

13,936.75 37,058 -62.39% 13,091.56 34,279 -61.81%

丰镇发电厂 火电

3,849,363.40 3,850,979 -0.04% 3,487,611.36 3,474,038 0.39%

乌海发电厂 火电

2,780,644.00 2,851,613 -2.49% 2,594,886.80 2,666,924 -2.70%

蒙西地

区

内蒙古丰泰发电有

限公司

火电

1,882,630.00 1,932,545 -2.58% 1,685,725.00 1,743,515 -3.31%

内蒙古蒙华海勃湾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电

1,914,452.40 1,920,941 -0.34% 1,689,476.90 1,706,204 -0.98%

内蒙古蒙达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火电

4,495,506.02 4,725,118 -4.86% 4,145,572.80 4,379,608 -5.34%

内蒙古京达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火电

2,138,089.00 3,264,590 -34.51% 1,977,517.38 3,066,248 -35.51%

内蒙古聚达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火电

3,740,683.10 5,307,481 -29.52% 3,444,679.57 4,906,470 -29.79%

蒙西电网合计

20,815,304.67 23,890,324 -12.87% 19,038,561.37 21,977,286 -13.37%

华北地

区

内蒙古上都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火电

11,367,110.70 11,373,620 -0.06% 10,304,233.66 10,298,033 0.06%

内蒙古上都 第二

发电有限 责任公

司

火电

5,678,812.14 5,943,929 -4.46% 5,307,067.75 5,588,918 -5.04%

华北电网合计

17,045,922.84 17,317,550 -1.57% 15,611,301.41 15,886,950 -1.74%

总 计

37,982,797.51 41,344,948 -8.13% 34,768,992.78 37,999,576 -8.50%

公司2016年度平均售电单价实现231.34元/千千瓦时（不含税），同比降低13.23%。

二、煤炭

2016年，公司煤炭产量533.20万吨，同比增长25.75%；煤炭销量535.99万吨，同比增长26.65%；煤炭销售收

入88,630.19万元，同比增长84.74%。

三、说明

（一）电量下滑的主要原因：2016年经济增速放缓，区域用电量需求不足导致2016年公司上网电量完成

347.69亿千瓦时，同比降低8.50%。

（二）电价下降主要原因：一是内蒙古自治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

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3105号）精神，自2016年1月起对燃煤电厂电价进行调整。二是内

蒙古蒙西电网及华北电网区域内交易电量比例增加、交易价差加大。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863� � � �股票简称：内蒙华电 编号：临2017-03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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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16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下降

45%-55%。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914.65万元。

（二）每股收益：0.12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2016年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区域用电量需求不足导致2016年公司上网电量完成347.69亿千瓦时，同

比降低8.50%；

(二) 内蒙古自治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3105号）精神，自2016年1月起对燃煤电厂电价进行调整，加之内蒙古蒙西电网及华北电

网区域内交易电量比例增加、交易价差加大，导致2016年公司平均售电单价同比降低13.23%。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6年年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内蒙华电 股票代码：600863� � � �编号：临2017-01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机组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全资控股子公司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魏家峁煤电公司” ）关于

《魏家峁电厂1号机组顺利通过168试运行》的函，魏家峁煤电公司2×600MW级电厂工程1号机组顺利通过

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稳定接入蒙西-天津南特高压交流输变电网。 魏家峁煤电公司为

煤电一体化工程，是公司重要外送电源项目之一。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996.84万千瓦，其中火电控股装机容量为982万千瓦，风电控股装

机容量为14.84万千瓦。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2017年 1月 1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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