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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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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3月1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7-011）；2017�年 3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拟以公司未来实施

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0元（含税），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2017年3月22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 "深交所"）《关于对江苏神

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7]第77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深交所对公司披露

的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高度关注，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

真自查，现对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请补充披露张立宏、章其强、林冬香、张卫东4人计划在预案披露后6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原因，以

及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的判断。

回复说明：

作为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截止2017年3月22日，张立宏先生持有公司股票的数

量为12万股、章其强先生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为12万股、林冬香女士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为8万股、张卫东

先生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为2万股。根据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若经考核满足

解锁条件，上述4人可解锁的股份数量上限为3万股、3万股、2万股和0.5万股。根据公司2017年3月1日披露的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7-011）， 上述4人原

计划在预案披露后6个月内减持不超过各自经考核获得解锁的部分股份（包括因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生的股份），原计划减持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上述4人的个人资金安排。

公司是中国阀门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是国内冶金、核电、超（超）临界火电、煤化工、液化天然气

（LNG）及石油炼化等领域专用特种阀门的生产基地之一，是中国阀门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全国阀门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蝶阀工作组组长单位、中广核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中心成员单位、宝钢设备与备件

联合研制中心成员单位。近年来，随着国内新建核电项目的逐步恢复审批，公司核电阀门及其配套设备的

市场订单和生产交货都实现了快速增长，核级蝶阀、球阀的市场占有率超过90%，公司从"制造"向"制造+服

务"转型顺利推进，2016年还通过了保密认证、国军标体系认证，取得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军工核安

全设备制造许可证（核1、2级球阀），这些将为公司未来业绩的快速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有鉴于此，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也将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为避免广大投资者误解，

上述4人于2017年3月22日作出了《关于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股票的承诺函》，承诺自承诺函作出之日起的

六个月内不减持本人持有并获得解锁的股票，并已将承诺函书面文件报备至深圳证券交易所。

2、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经营模式、盈利水平、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补充披露你公司

推出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理由、合理性，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是否匹配的具体理由。

回复说明：

（一）行业特点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应用于冶金领域的高炉煤气全干法除尘系统、转炉煤气除尘与回

收系统、焦炉烟气除尘系统、煤气管网系统的特种阀门、法兰，应用于核电站的核级蝶阀、核级球阀、核级法

兰和锻件、非核级蝶阀、非核级球阀及其配套设备，以及应用于煤化工、超（超）临界火电、LNG超低温阀门

和石油石化专用阀门和法兰及锻件。

阀门作为一种通用机械产品广泛应用于钢铁、电力、石化、水利和能源等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工程建

设离不开阀门；各种工业装置投产后，阀门需要维护服务；运营过程中，阀门在磨损、老化、腐蚀、失效后，需

要修理或更换。普通工业阀门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而应用于核电、石化、LNG等领

域的高端阀门还较多依赖进口，具有较高的附加值。

（二）发展阶段

根据核电"十三五"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达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规模，发电

量占比从目前的2%提升至4%。根据核电发展中长期展望，预计2030年我国核电装机规模达1.2-1.5亿千瓦，

核电发电量占比提升至8%-10%。无论是国内核电新项目的建设是还"核电走出去"项目，都将进一步拉动核

电阀门设备的市场需求， 特别是随着新建核电项目逐步投入商业运行， 国内投入运行的核电站将越来越

多，核电阀门的维护、维修等备件、服务需求也将逐步扩大。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安全高效

发展核电。公司在核电阀门领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冶金行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钢铁企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阀门，而钢铁企业面临的环保、节能减

排任务繁重，城市钢厂的搬迁，钢铁企业的节能减排、环保技术改造，都需要大量阀门。因此，公司未来在冶

金阀门领域将保持平稳的销售水平。

此外，我国石油石化行业正朝着大型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未来5年内仍将保持可持续发展，国内数十

套千万吨级炼油装置和百万吨级乙烯装置面临新建和改扩建，同时，石化行业面临转型升级，如加氢提质、

三废回收利用等节能环保项目很多，成为石化用阀门、法兰及锻件新的市场空间。

（三）经营模式

公司一直以来始终坚持"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按客户订单组织生产。面对新的市场形势和客户需求，

公司提出了由"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的战略目标，以实施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阀门服务快

速反应中心为契机，今后将逐步向卖产品、卖技术、卖服务、卖品牌实现转型升级发展。

（四）盈利水平

公司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持续、稳健的盈利能力。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048.28万元，同比

增长40.46%；营业利润5,024.18万元，同比增长212.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58.89万元，同比增

长211.22%；基本每股收益0.24元/股，同比增长211.2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4.32%，比上年增长2.56个百

分点（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中天运[2017]审字第90426

号"审计报告）。

（五）未来发展战略

2017年，公司继续以"产业报国、造福人类"为企业使命，以"为用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为股东

创造回报，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企业宗旨，以"单项冠军、行业先锋、百年神通、受人尊重"为阶段性目标，坚持

走"进口替代"之路，瞄准标杆企业和标杆产品，快速赶超快速向市场推广、覆盖，努力成为多个细分市场的

单打冠军。

公司将继续实施从"制造"到"制造+服务"的转型升级，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在横向上实现调节阀、

闸阀、截止阀和止回阀等阀门品种的进一步丰富；通过加大并购重组和产业基金的外延投资等手段，在纵

向上实现产品应用领域的拓展和盈利模式的创新。以冶金特种阀门、核电阀门、煤化工苛刻工况阀门、石化

专用阀门为基础，加快进入军工和核电乏燃料后处理领域，尽快提升服务性收入，实现公司新的快速成长。

（六）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成长的匹配性

鉴于公司当前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持续、稳健的盈利能力，公司所处行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盈利水

平将持续提升，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与公司经营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3、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是否经过认真测算，是否超过可分配范围。

回复说明：

公司披露的利润分配预案已经过财务部门的认真测算，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公司总股本为219,571,

540股，资本公积为629,780,076.15� 元，未分配利润为326,743,023.74� 元；母公司资本公积为635,277,500.58

元,未分配利润为304,169,272.46元。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拟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0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7]82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8名合格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3,502,538股，上述新增股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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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手续，并于2017年2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将由2016年12月末的219,571,540股变更为243,074,078股。现金分红总额以变更后的

总股本243,074,078股为基数进行测算， 实际分红总股本以公司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准。截至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公司股本因其他原因有所变动的，公司将保持每10股利

润分配的额度不变，相应变动利润分配总额。

该利润分配方案在获得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时， 公司将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2,153,

703.90元，公司总股本将由243,074,078股增加至486,148,156股，资本公积将减少243,074,078元，在可供分配

范围之内。

综上测算，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未超出公司可分配范围。

4、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的筹划过程，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相关信息的

保密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信息泄漏。

回复说明：

2017�年 2�月28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建新先生提交的《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及承诺》，公司董事会立即召开临时会议进行讨论，经参会的4名董事

（过半数）讨论，一致同意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承诺在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该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

票。公司董事会于当天下午收盘后立即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在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建新先生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后，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

人的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 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并向深交所及时报备了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不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况。

5、你公司经营情况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回复说明：

经自查，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6、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或披露的其他事项。

回复说明：

公司不存在应当说明或披露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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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3月9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3月24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至2017年3月2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3月24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下午15:00至2017

年3月2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2号基地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7年3月20日

7、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建新先生

8、会议的合法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21人（其中股东张逸芳女士委托吴建

新先生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股东郁正涛先生委托黄高杨先生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黄元忠先生委托

林冬香女士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064.0172万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1.4031�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0,045.3562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1.326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8.6610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0.0768%。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13.8556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8798%。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李仲英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062.3562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

1.66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赞成212.1946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33%；反对：1.66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062.3562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

1.66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赞成212.1946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33%；反对：1.66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对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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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度业绩发布会会议纪要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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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2017年3月23日上午9:30-10:30，在香港和北京两地，通过视频

同步举办了2016年年度业绩发布会。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李庆萍女士，行长、执行董事孙德顺先生，副行长

兼财务总监方合英先生，副行长郭党怀先生，副行长杨毓先生出席了会议。会议主持人为董事会秘书芦苇先

生。

会议纪要如下：

主持人：各位投资者、分析师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中信银行2016年年度业绩发布会。首先请我行

副行长兼财务总监方合英先生介绍我行2016年经营业绩。

方合英副行长：2016年，中国银行业面临诸多挑战，多种风险隐患交叉，金融去杠杆进一步强化，监管政

策更加严格。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我行坚持稳健经营，经营效益稳中有升、业务规模平稳增长、资产质

量整体可控、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经营转型有序推进，总体业绩表现较好。以下分三个部分进行介绍。

第一部分是2016年财务业绩表现。一是经营效益稳中有升。全年银行集团拨备前利润同比增长12.49%，

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增长1.14%；二是营业净收入保持增长。全年营业净收入同比增长5.96%，利息净收入

增长1.63%，非息净收入增长17.06%；三是费用支出增速放缓。业务管理费用增长4.82%，成本收入比下降0.29

个百分点，一般行政费用支出压缩了5.43亿元。四是业务规模平稳增长。总资产59,310.50亿元，增长15.79%；总

负债55,465.54亿元，增长15.49%。五是风险压力进一步释放。加大风险资产处置消化力度，不良资产处置金额

同比增长42.90%，"关注+不良"贷款总额比例下降0.66个百分点。全年核销不良688.01亿元，拨备计提1,029.09

亿元，拨备余额同比增长24.87%。

第二部分是战略执行情况。一是综合融资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2016年末本行口径表内外融资规模比上

年末增加1.42万亿元，融资产品组合运用能力显著提高，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二是"一体两翼"协调发展。

我行以公司银行为主体，零售银行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为两翼，公司银行对公存款余额增长17.17%，总额和

增量排名股份制银行第一，投行并购融资增长近6.2倍。零售银行全年营收增速达到22.10%，金融市场管理资

产总额增长12.05%。三是"三大一高"成效初显。我行坚持"大行业、大客户、大项目、高端客户"的"三大一高"客

户定位，战略客户存款日均余额增长33.34%，零售中高端客户管理资产增长24.73%。四是业务结构进一步优

化。我行坚持价值创造和轻资本、轻资产、轻成本导向，表内外资产综合风险权重下降0.99个百分点，批发和

零售业贷款余额占总贷款比例下降2.02个百分点，活期存款占比提升6.35个百分点。五是风险防控体系全面

加强。我行建立风险管理"三道防线"，打造覆盖"全员、全面、全程"的特色风险文化体系，全面加强风险文化建

设，强化授信管控和风险监测。六是子公司利润贡献度显著提升。临安村镇银行营业收入增长20.54%，中信国

金营业收入增长15.5%，中信金融租赁营业收入增长139.87%。七是综合国际化布局实现突破。我行伦敦、悉尼

代表处相继开业，正推进筹建香港分行。我行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我行联合百度发起筹

建百信银行，是国内首家独立法人形式的直销银行。八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根据2016年7月《银行家》杂

志排名，我行一级资本排名第30位，2016年5月福布斯2000强排名中位居第79位。

第三部分是2017年经营策略。2017年，监管政策趋紧趋严，市场利率处于高位，"资产荒"或将持续延续，

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整个行业面临的风险形势依然严峻。2017年也是中信银行三年战略的收官之年，我行将

继续以价值创造和轻型发展为导向，走"轻资本、轻资产、轻成本"发展道路，建设"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将

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调结构。提高资产周转速度，降低表内资产增速，从"存量经营"向"流量经营"转变。

二是强管理。强化对各级经营机构的一级法人管理，推进业务集中运营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管理效率。三是抓

创新。加快管理、模式、产品和技术创新，构建全面创新管理体制，释放全行发展活力。四是控风险。加强全面

风险管理与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向问题资产经营管理要效益。五是夯基础。增强信息科技支持能力，全面加强

内控合规管理。

今年是中信银行成立三十周年，也是上市第十年。一路走来，中信银行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大家

的关注和支持。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我们将走好中信银行今天的"长征路"，努力以更加优秀的业绩

谱写新的篇章，也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主持人：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

提问1：2017年是中信银行三年战略规划收官之年，请回顾总结一下战略的执行情况。

回答：感谢大家对中信银行的支持。2014年下半年我行开始制定三年战略规划，并于2015年正式实施。新

的战略目标定位是将我行建设成为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 这个定位包括最佳综合融资和综合服务两个方

面，是基于我行客户结构、业务结构、集团背景和外部环境等综合因素确定的，目前各项战略指标按照时间进

度完成情况较好。2016年，我行净利润增长1.14%，并表总资产5.93万亿元，资产质量处于同业较好水平。客户

结构方面，我行围绕"三大一高"，2016年实现对公价值客户新增1.73万户，零售中高端客户新增8.6万户。业务

结构方面，我行大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布局，零售银行转型加速，收入占比已达25.95%，比2014年提高了8个百

分点，中间业务收入提速更快，零售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已达51.53%。战略布局方面，我行加大对重点区域的调

整布局，"4市11省"重点区域营业收入占比不断提高。我们加强零售银行业务管理，控成本、控网点，同时加大

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布局投入。我们当时制定了144个战略重点项目，完成率达到95%以上，其中包括百信银

行筹建、大单品业务、优化资源配置模式、人才队伍建设等，完成情况总体较好。

提问2：中信银行2016年下半年不良贷款上升幅度比上半年有所提高，请分析相关原因并展望2017年的

发展趋势。

回答：谢谢您的提问。我行2016年全年比上年拨备计提增加122.51亿元，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

业、制造业等与整体经济形势关联较密切的行业。2015年末，我行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

良的比例为80.21%，到2016年相关占比已经下降至71.01%，虽然不良贷款余额有所增加，但是行业结构分布

已出现我们预期之内的变化。我行提出"向不良资产要效益"，化被动清收为主动清收，加大对已核销不良贷

款的清收力度。2016年， 我们从已核销的贷款中实现了4亿多元现金清收，2017年我行将继续加大这方面工

作。下一步，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分析不良贷款成因，加快出台"僵尸"企业贷款清理等措施，有效控制和化解

不良资产。

提问3：请问中信银行2016年分红计划以及未来分红计划是怎样的？

回答：谢谢您的提问。我行2016年计划分派年度股息105.21亿元，占本行净利润的26.97%，占合并口径净

利润的25.27%。我行一直重视股东分红回报，对于具体分红比例，一是考虑与投资者分享我行的经营成果，稳

步提高投资者回报；二是要符合中长期资本规划，根据未来3-5年所需的资本进行通盘考虑；三是综合比较其

他可比同业情况。预计未来三年我行分红比例将继续保持在主要可比同业的中上游水平。下一步，还将根据

上交所有关指引，拟就2016年年度分红事宜举行网络说明会，具体安排将另行通知。

提问4：请介绍百信银行目前筹备工作情况，以及未来运营模式。

回答：谢谢您的提问。百信银行是由我行与百度联合发起成立的国内首家独立法人的直销银行，宗旨是

为百姓理财、为大众融资，目标客户群聚焦个人、小微和三农。未来的百信银行，将努力充分发挥股东双方的

优秀基因，跳出银行办银行，打造新型的互联网银行模式。筹备进展方面，我们希望在2017年三季度或四季度

对外营业，目前相关人员招聘、架构设计、战略规划等方面都在紧张筹备之中。未来的百信银行没有实体网

点，所以IT系统搭建至关重要，相关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

提问5：央行MPA相关政策对中信银行预计将产生何种影响？

回答：谢谢您的提问。预计将对中信银行产生的影响包括：一是将对资产业务产生一定影响。MPA考核对

银行资本达标要求十分严格，银行各类资产增长将受到资本的严格制约。目前我行相关资本及规划能够满足

业务发展需要。二是将对理财业务规模产生一定影响。监管规定将理财业务纳入监管考核范围，但经过测算，

预计对我行理财业务发展的总体影响不是很大。MPA是一个全面科学的考核体系，我们认为对我行的发展将

起到正面的作用。

提问6：请介绍中信银行PPP业务发展情况。

回答： 谢谢您的提问。 去年我行PPP相关投资规模近100亿元， 预计今年相关融资规模将达到200亿元。

PPP项目资金主要投向包括公路、文化中心等，涉及云南、贵州、陕西、浙江等地区。PPP融资方式包括债权、股

权或者股权+债权。目前，我行正联合一些主流的社会资本方，拟成立PPP业务联盟，通过推动PPP业务，大力

发展轻资产、轻资本项目，进一步优化政府融资资产结构。

提问7：2017年中信银行的资产投放重点是什么？房地产行业的相关信贷政策是否会作调整？

回答：谢谢您的提问。从2017年我行信贷政策看，"大健康、大文化、大环保"，"高科技、高端制造业、高品质

服务和消费业"以及"新材料、新能源、新商业模式"将是我们的信贷投放重点，事实上我行参与的PPP项目和

贷款投放项目都是围绕这些领域。

房地产行业信贷方面，此前监管部门、媒体、政府、海内外投资机构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研究，目前

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也将对市场产生新的影响。对此，我行将积极研究应对，对于真正支持个人实际居住

的住房按揭贷款需求，将继续给予支持。对房地产开发贷，将重点放在存量贷款结构优化调整方面。

提问8：资产管理监管新规预计将对中信银行资产托管业务产生什么影响？

回答：谢谢您的提问。关于资产管理新的监管规定，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收到正式文件，但我们也在积极关

注和研究相关事项。对目前的市场传闻，我们认为，如果监管方面推出类似规定，将对银行业的资产管理起到

很好的正面规范作用，对此我行持欢迎态度并将积极贯彻落实。

我行去年成立了资产管理业务中心，目前理财产品发行余额1.03万亿元，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从负债端

来看，我们在公司银行、零售银行、私人银行、金融同业等客户领域都具有专业服务团队，机制完善、运作规

范。从资产端看，我们在投资项目选择、资产质量管理方面都作了进一步完善。资管中心按照事业部制建构运

行，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内部考核，符合未来资管业务发展方向。2016年，资管中心在进一步加强风险和内控

管理的同时，重点培养了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预计资管业务将成为我行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

提问9：请介绍中信银行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情况。

回答：谢谢您的提问。我们在制定三年战略规划时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坚决贯彻国家宏观战略。对

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我行就与中信集团相关子公司一起成立了 "一带一路"基金，目前基金运行情

况良好。截至2016年末，"一带一路"母基金成功投放24个项目，创设规模达超过700亿元，我行份额500多亿元，

实际投放近400亿元。海外"一带一路"主题基金计划50%投向了中国企业，其余主要投向东盟国家等。

行业方面，我行主要关注"一带一路"相关的新能源、环保、制造业等行业领域。环保产业在"一带一路"相

关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对此我行在产业整合、并购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成效比较明显。围绕"一带一路"相关

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发展，我行通过银团贷款、并购贷款等方式给予了积极支持。

提问10：中信银行信用卡发展速度较快，未来将如何保持竞争优势？

回答：谢谢您的提问。我行信用卡业务近年来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客户和业务都以不低于30%的增

速在成长，同时锻炼出了很强的业务和管理团队。信用卡跨界合作进展明显，我行以联名卡、联名账户为载

体，与百度、腾讯等互联网企业进行跨界联结，通过大数据合作，共同为客户提供体验良好的互联网金融服

务，实现了共赢，未来仍将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主持人：很高兴能与在座各位关心我行经营发展的投资者、分析师朋友进行广泛交流，希望各位继续关

注和支持我行的发展。我们也将进一步深化战略转型，加快业务创新，力争以更加优秀的业绩回报广大股东。

会后大家如有进一步问题，可与我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团队联系。

通过网络方式举办2016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安排，将按照上交所有关指引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0415� � � � �证券简称：渤海金控 公告编号：2017-053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

贷款及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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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贷款进展情况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渤海金控” ）于2017年3月3日、3月20日分别召开

2017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及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贷款

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4日、3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7-033号、2017-051号公告。

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含全资或控股SPV及子公司）和香

港航空租赁有限公司（含全资或控股SPV及子公司）2016年度贷款额度调为合计不超过160亿美元或等值外

币，授权有效期至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融资方式包含但不限于抵押贷款融资、应收租金权益

质押贷款融资、信用贷款融资、股权质押融资、票据融资、境外人民币或外币债券融资、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融

资、短期融资券融资、私募债券融资、公募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融资等债务融资方式。）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Avolon” ）之全资子公司Park�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Park� Aerospace” ）收购C.I.T.� Leasing� Corporation持有C2� Aviation� Capital, �

Inc.（以下简称“C2公司” ）100%股权项目的融资需求，2017年3月20日，Park� Aerospace之全资子公司Avolon�

TLB� Borrower� 1� (US)� LLC（以下简称“TLB� Borrower� 1� (US)” ）、Avolon� TLB� Borrower� 1� (Luxembourg)�

S.à r.l.（以下简称“TLB� Borrower� 1� (Luxembourg)” ）与以Morgan� Stanley� Senior� Funding,� Inc.（以下简称

“Morgan� Stanley� Senior” ） 作为管理机构及牵头银行的银团签署了 《TERM� LOAN� CREDIT�

AGREEMENT》，TLB� Borrower� 1� (US)及TLB� Borrower� 1� (Luxembourg)作为共同借款人向银团申请合计

55亿美元贷款，其中，5亿美元贷款期限为C2公司100%股权交割日（以下简称“交割日” ）后的3.5年，贷款利

率为LIBOR利率加上2.25%；50亿美元贷款期限为C2公司100%股权交割日后的5年， 贷款利率为LIBOR利率

加上2.75%，且50亿美元贷款的LIBOR利率不低于0.75%。

截至本公告日，Avolon和香港航空租赁已使用的贷款额度约51.44亿美元，本次贷款纳入2016年度公司对

Avolon和香港航空租赁合计不超过160亿美元或等值外币的授权融资额度内。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7年3月3日、3月20日分别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及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4日、3月21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7-033、2017-034、2017-051

号公告。

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公司子公司香港航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航空租赁” ）或Avolon对

香港航空租赁及其全资或控股SPV、Avolon及其全资或控股SPV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160亿美元, 授权期限至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㈠担保情况概述

2017年3月2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Park� Aerospace之全资子公司TLB� Borrower� 1� (US)、TLB� Borrower� 1�

(Luxembourg)与以Morgan� Stanley� Senior作为管理机构及牵头银行的银团签署了《TERM� LOAN� CREDIT�

AGREEMENT》，TLB� Borrower� 1� (US)及TLB� Borrower� 1� (Luxembourg)作为共同借款人向银团申请合计

55亿美元贷款。 为支持上述融资业务顺利开展，Avolon及其全资子公司Park� Aerospace于2017年3月20日与

Morgan� Stanley� Senior签署了《GUARANTY� AGREEMENT》，Avolon及其全资子公司Park� Aerospace为TLB�

Borrower� 1� (US)及TLB� Borrower� 1� (Luxembourg)就上述55亿美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在C2公

司100%股权交割完成后以C2公司拥有的飞机资产提供质押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香港航空租赁或Avolon对香港航空租赁及Avolon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已使用担保

额度约498,327.40万美元（不含本次担保进展公告担保金额）。本次Avolon及Park� Aerospace为TLB� Borrower�

1� (US)及TLB� Borrower� 1� (Luxembourg)提供的担保金额纳入2016年香港航空租赁或Avolon对香港航空租赁

及Avolon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总计不超过160亿美元担保额度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㈡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Avolon� TLB� Borrower� 1� (US)� LLC

⑴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8日；

⑵注册地址：c/o� Corporation� Service� Company, � 2711� Centerville� Road, � Suite� 400, � Wilmington, �

Delaware,� 19808,�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⑶经营范围：提供与飞机及飞机租赁相关的融资服务；

⑷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⑸股本结构：Park� Aerospace� (US)� LLC持股100%。

2．Avolon� TLB� Borrower� 1� (Luxembourg)� S.à r.l.

⑴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1日；

⑵注册地址：5� rue� Guillaume� Kroll,� L-1882� Luxembourg；

⑶注册资本：20,000股，每股1美元；

⑷经营范围：提供与飞机及飞机租赁相关的融资服务；

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⑹股本结构：Park�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持股100%。

㈢担保的主要条款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质押担保；

2.担保期限：至《TERM� LOAN� CREDIT� AGREEMENT》项下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3.担保金额：55亿美元；

4.本次担保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本次Avolon及Park� Aerospace为TLB� Borrower� 1� (US)及TLB� Borrower�

1� (Luxembourg) 提供的担保金额纳入2016年香港航空租赁或Avolon对香港航空租赁及Avolon全资或控股

SPV或其子公司总计不超过160亿美元担保额度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事

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㈣董事会意见

Avolon及Park� Aerospace为其全资子公司TLB� Borrower� 1� (US)及TLB� Borrower� 1� (Luxembourg)就上述

55亿美元融资事项提供担保系为Park� Aerospace收购C.I.T.� Leasing� Corporation持有C2公司100%股权项目融

资提供支持，TLB� Borrower� 1� (US)及TLB� Borrower� 1� (Luxembourg)系Avolon为上述融资事项设立的全资

子公司。C2公司具备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偿债能力。 本次担保有助于满足上述CIT收购项目的融资需求，担

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㈤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担保总额约为5,185,338.14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

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金额203,022.23万元，对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290,400万元；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对其全资SPV公司

发生担保金额约772,322.29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横琴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担保金额60,000万元,对全资子公

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保金额7,931万元人民币、28,30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8856

计算折合人民币194,862.48万元）和24,170万欧元（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7.4308计算折合人民币179,602.44

万元），HKAC�和 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 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504,995.60万美元 （以美元兑人民

币汇率1：6.8856计算折合人民币3,477,197.70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截止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8,972,418.14万元，占2015年度公

司经审计总资产约68.02%，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实际发生

担保金额203,022.23万元，对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生担保

金额约290,400万元；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对其全资SPV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772,322.29万元，对控股子公

司横琴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担保金额60,000�万元, 对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保金

额7,931万元人民币、28,30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8856计算折合人民币194,862.48万元）和24,170

万欧元 （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7.4308计算折合人民币179,602.44万元），HKAC和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

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1,054,995.6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8856计算折合人民币7,264,277.70

万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0415� � � � �证券简称：渤海金控 公告编号：2017-054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

2016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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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公告中公司全资子公司Avolon� 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系Avolon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公司将按

照中国会计准则对Avolon财务数据进行转换和调整后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该等财务数据与按照中国会

计准则进行转换和调整后的财务数据可能因会计准则转换存在较大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

该等信息可能造成的投资风险。

2、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于2016年1月8日以合并方式收购了Avolon� 100%股权，Avolon自2016年1月9日起

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将其持有的

Hong� Kong� Aviation� Capital� Limited（以下简称“HKAC” ）6,242,919,973普通股（占总股本的84.70%）增资

至Avolon，HKAC纳入Avolon合并财务报表。

3、公司于2017年1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2016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17-004号），预计公司2016年度业绩与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

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Avolon” ）发行债券的需要，Avolon于2017年

3月23日通过其官方网站（www.avolon.aero）向其债券投资者发布了2016年度财务报告等相关资料。Avolon�

2016年度财务报告系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毕马威（爱尔兰）会计师事务所对Avolon� 2016年度财务报告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Avolon为全球领先的飞机租赁公司之一。截至2016年12月31日，Avolon及下属子公司自

有、管理及订单机队规模达到435架，其中，自有飞机246架，管理飞机16架，订单飞机173架，自有飞机平均机

龄约为3.5年，平均剩余租约期限约为7.3年。

2016年度，Avolon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国际会计准则）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美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4,414,052 6,860,630

总负债

9,409,722 5,197,061

净资产

5,004,330 1,663,569

其中：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4,382,288 1,663,569

少数股东权益

622,042 -

2、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美元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8

日

2016

年

1

月

9

日

至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总收入

14,299 1,020,826 678,703

税前利润

-3,668 365,043 245,805

净利润

-6,715 352,086 228,735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Avolon

的净利润

-6,715 237,422 228,735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被合并方

HKAC

合

并前净利润

- 109,091 -

合并

HKAC

后少数股东损益

- 5,573 -

注：（1） 公司于2016年1月8日完成Avolon收购，Avolon于2016年1月9日起产生的经营收益纳入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

（2）HKAC于2016年11月30日成为Avolon控股子公司，按同一控制下合并会计处理原则HKAC自2016年

1月9日起产生的经营收益纳入Avolon合并财务报表。

2016年，Avolon总资产同比增长110%，净资产同比增长201%，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3%，净利润同比增长

51%，主要原因系Avolon飞机租赁业务扩张及HKAC纳入Avolon合并报表整合效应逐步显现等。

特此公告。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7-025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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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雪莱特"）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涉及

购买资产，相关资产所属行业为新能源、新材料领域，预计本次交易可能达到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

标准。目前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

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雪莱特，证券代码：002076）自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

年3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3）。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就该重大事项进行了沟通和商谈，鉴于该事项有待进一步论证，目前尚存

在不确定性， 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 上市公司停复牌

业务》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雪莱特，证券代码：002076）自2017年3月27日（星期一）开市起继

续停牌。公司将在2017年4月1日前确认该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如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进一

步披露相关信息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截至目前，公司尚未聘请中介机构。预计交易方式包

括发行股份、支付现金。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83� � �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9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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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龙股份"）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龙焱能源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焱

能源"）、湖北荆门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城建"）及自然人官章洪共同组建"湖北凯龙龙焱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结果为准，以下简称"凯龙龙焱"）。凯龙龙焱拟定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6,000万元（单位：人民币元，下同），其中凯龙股份出资8,1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龙

焱能源出资5,4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4%，荆门城建出资1,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自然人官章洪出资

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月24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登载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

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7-006号）。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事项中的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取得了由荆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宝

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湖北凯龙龙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2MA48XGYNXC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荆门市东宝区子陵镇新桥村六组

法定代表人：官章洪

注册资本：16,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03月22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碲化镉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发电池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施工、维修及咨询服务；太阳能光伏发电建筑 工程施工、维修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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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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