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证兴业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2017年第2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10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证兴业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证兴业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342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1月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与《中证

兴业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10月1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11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86,534,907.1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7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二次分红

注：有关基金收益分配原则的说明：1、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

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

金分红；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

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3、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4、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10月23日

除息日 2017年10月2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10月2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份额将按2017年10月23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计算确定，并于2017年10月24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7年10月25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

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cib-fund.com.cn）或拨打客服电话（4000095561）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0日

兴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第3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10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业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129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6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与《兴业

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10月1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11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110,291,874.0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7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三次分红

注：有关基金收益分配原则的说明：1、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

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

金分红；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

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3、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4、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10月23日

除息日 2017年10月2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10月2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份额将按2017年10月23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计算确定，并于2017年10月24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7年10月25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

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cib-fund.com.cn）或拨打客服电话（4000095561）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03559� � � �证券简称：中通国脉 公告编号：临2017-063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不予核准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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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不予核准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决定》（证监许可[2017]1844号），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于2017年8月24日举行2017年第

49次并购重组委会议，依法对你公司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

审核。

并购重组委在审核中关注到，你公司存在以下情形：

标的公司未来年度预测毛利率的合理性披露不充分。

并购重组委认为，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27号）第四条的规

定。

并购重组委会议以投票方式对你公司方案进行了表决，同意票数未达到3票，方案未获通过。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依法对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作出不予核准的决定。

公司董事会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的决定后，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认真审慎研究本次重组方案，并积极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将于收

到此决定之日起10日内对是否修改或终止本次方案作出决议，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3725� � � � �证券简称：天安新材 公告编号：2017-014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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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天安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89号）的核准文件，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不超过3,668万股。本次股票发行完毕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4,668万

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2017]308号"核准，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2017年9月6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根据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同意对《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进行修订，详细内容见于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

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司

新取得的《营业执照》所载具体信息如下：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7224411582

2、 名称：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工业园新源一路30号

5、 法定代表人：吴启超

6、 注册资本：14668万元

7、 成立日期：2000年5月15日

8、 营业期限：长期

9、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经营：压延薄膜、尼龙贴合布、塑胶和真皮印花，压延发泡人造革、汽车内饰

材料、高分子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0日

2017年 10月 20日 星期五

B4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林发现 董事 出差 宋东升

胡劲松 董事 出差 宋东升

王建军 董事 工作原因 韩士发

张伟民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马凤云

1.3� 公司负责人宋东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晓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刚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4,894,832,300.43 43,332,669,907.93 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66,668,846.57 11,132,627,440.27 0.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7,002,609.60 1,201,453,973.55 10.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648,397,169.95 2,868,452,270.73 6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035,922.31 164,516,290.27 5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8,395,402.90 -63,564,050.03 44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1.50 增加0.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5 0.0315 50.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5 0.0315 50.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19,214.46 7,839,283.0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586,507.41 33,179,307.42

债务重组损益 -478,045.72 28,385,524.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271,651.33 -39,092,131.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3,575.23 533,973.95

所得税影响额 699,253.08 -1,205,438.22

合计 -11,561,146.87 29,640,519.4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9,2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199,421,812 42.12 0 质押 1,576,700,433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8,318,481 2.07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2,023,200 1.38 0 未知 国有法人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51,750,000 0.99 0 未知 国有法人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宏广定向管理计划）

48,700,521 0.93 0 未知 其他

华龙证券－浦发银行－华龙证券

金智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5,344,144 0.87 0 未知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0.69 0 未知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0.69 0 未知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0.69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0.69 0 未知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0.69 0 未知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0.69 0 未知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0.69 0 未知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0.69 0 未知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0.69 0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0.69 0 未知 其他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8,707,760 0.55 0 未知 其他

北京坤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6,913,525 0.52 0 未知 其他

梅景明 25,515,598 0.4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99,421,812 人民币普通股 2,199,421,81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8,318,481 人民币普通股 108,318,48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2,023,2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23,200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750,000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宏广定向

管理计划）

48,700,521 人民币普通股 48,700,521

华龙证券－浦发银行－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45,344,144 人民币普通股 45,344,144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84,7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35,8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84,7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84,7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84,7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84,7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84,7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84,7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84,7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8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84,7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35,8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84,700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8,707,760 人民币普通股 28,707,760

北京坤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6,913,525 人民币普通股 26,913,525

梅景明 25,515,598 人民币普通股 25,515,5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2012年10月13日，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发起第一期“宏广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以

一致行动人名义与广汇集团共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截止2017年9月30日，宏广计划帐户持股总数48,700,5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3%。

广汇集团与宏广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2．2015年8月6日至2015年12月21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采用华龙证券金智

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截止2017年9月

30日，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帐户持股总数45,344,14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87%。

广汇集团与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质押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9月30日， 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已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1,576,700,433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5,

221,424,684股的30.20%。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467,096,491.62 168,110,984.70 298,985,506.92 177.85 主要系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17,802,574.89 157,607,177.23 60,195,397.66 38.19 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50,202,381.21 142,379,580.11 107,822,801.10 75.73 主要系支付保证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395,000,000.00 3,000,000.00 392,000,000.00 13,066.67 主要系金融投资业务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194,852,978.22 141,311,465.44 1,053,541,512.78 745.55 主要系新增商业承兑汇票所致

预收款项 502,148,162.01 275,768,354.85 226,379,807.16 82.09 主要系预收甲醇、天然气货款所致

应付利息 371,472,415.50 223,743,882.87 147,728,532.63 66.03 主要系计提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79,690,734.61 60,000.00 79,630,734.61 132,717.89 主要系应付股东股利所致

长期应付款 2,196,590,102.81 1,051,396,577.60 1,145,193,525.21 108.92 主要系新增融资租赁业务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2,637,765.94 92,255,521.66 -69,617,755.72 -75.46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专项储备 48,032,408.98 35,766,428.75 12,265,980.23 34.29 主要系计提专项储备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4,648,397,169.95 2,868,452,270.73 1,779,944,899.22 62.05

主要系产品销售价格及销量增加所

致

营业成本 3,115,023,956.40 2,029,288,356.15 1,085,735,600.25 53.50 主要系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7,355,068.66 74,971,623.10 72,383,445.56 96.55 主要系报表列报项目变更所致

财务费用 618,493,391.74 436,979,568.26 181,513,823.48 41.54 主要系利息及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6,351,914.00 -9,660,754.69 26,012,668.69 269.26 主要系计提坏账所致

投资收益 -11,991,897.40 7,497,466.36 -19,489,363.76 -259.95 主要系确认合营公司投资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76,919,934.52 292,439,805.58 -215,519,871.06 -73.70 主要系政府补助较同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5,073,744.68 53,645,500.26 101,428,244.42 189.07 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72,932,271.78 -866,246,642.69 -406,685,629.09 -46.95 主要系金融投资业务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4,909,370.32 -727,101,588.48 272,192,218.16 37.44 主要系净还款额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持续发展，支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有

利条件不断积累增多，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增速与上半年持平，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第三季度GDP

同比增长6.8%，连续9个季度运行在6.7-6.9%的区间，保持中高速增长。工业生产加快发展，结构优化效益提升，配合去

杠杆、紧货币，全年经济运行呈“前高后稳”的格局。公司紧紧围绕能源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的能源战略方针，坚定落实“创新突破年”工作部署，以“双创新”为引擎，加强宏观形势和市场走势的研判，

坚持贯彻绿色发展，以动态管理应对市场变化，稳步推进各项目建设。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8,397,169.9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035,922.3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0.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18,395,402.90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443.58%。

一、2017年前三季度公司各经营板块生产销售情况如下：

（一）天然气板块

在环保政策支持下，国内天然气产业改革持续推进，天然气市场需求持续高涨。2017年1-9月，全国LNG产量同比

增长34.6%，LNG市场供应量与价格呈现双增长态势，进口LNG供应量在低成本利好下大幅增长38%。公司天然气板块

面对行业供需发展新形势，积极推进南通港吕四港区LNG分销转运站项目，通过打造贸、产、销的新型运营结构，提升

板块盈利能力。2017年前三季度公司LNG生产、销售情况如下：

分类 2017年前三季度 2016年前三季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产量（万方）： 77,470.32 79,511.29 -2.57

其中：1、吉木乃工厂 33,902.66 32,322.96 4.89

2、哈密新能源工厂 43,567.66 47,188.34 -7.67

销量（万方）： 106,483.26 87,475.57 21.73

其中：1、自产 78,741.72 76,564.35 2.84

2、外购 27,741.54 10,911.22 154.25

报告期内，吉木乃工厂设备运行稳定，产量稳步提升；南通港吕四港区LNG分销转运站一期项目已正式投入运

营， 截止报告期末已成功接卸5船进口LNG， 国际贸易外购气销售量逐步增加。 天然气板块前三季度销量同比增长

21.73%，其中外购气销量同比增长154.25%。

（二）煤化工板块

2017年前三季度，国内煤化工产品市场整体呈上扬态势，主要产品甲醇在2016年末因原油上涨、成本走高及供需

面支撑因素将市场价格推至上年内最高点，使2017年初甲醇市场处于一个较高的基数，市场价格整体高于上年。尤其

是八月份表现明显，受资金面以及相关产品期货带动，导致国内甲醇市场持续震荡走高；而后随着国内多套甲醇装置

检修，内地供应大幅减少，加之国际装置意外停车增多，供应面的减少对市场上涨起了关键作用，在整体供应格局偏

紧的形势下，甲醇市场价格出现大幅波动上行的态势。第三季度哈密新能源公司面对时间紧、任务重、气温高等不利

条件,�在装置连续稳定运行的情况下，完成气化炉炉蓖驱动轴拆卸技改，使驱动轴拆卸过程变得简单、省时、省力，节

约成本提高效率；完成合成A/B系列仪表伴热冷凝液回收技改，可实现冷凝液回收，避免就地排放造成浪费。通过技术

创新实现了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综合利用，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

产品@名称

2017年前三季度 2016年前三季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产量

（万吨）

销量

（万吨）

产量 销量

甲醇 72.22 73.5 78.68 80.93 -8.21 -9.18

LNG 31.12 31.49 33.71 33.48 -7.68 -5.94

副产品 23.67 24.28 24.89 26.46 -4.90 -8.24

合计 127.01 129.27 137.28 140.87 -7.48 -8.23

受2月份哈密新能源公司安全生产事故影响（详见公司2017-010号公告），报告期内，甲醇、LNG、副产品产销量合

计同比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一季度产量降幅明显。公司积极吸取经验教训，迅速组织恢复生产，三季

度单季产品合计产、销量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37%和3.63%。同时化工销售公司紧密结合区域销售的实际，适时调整

目标市场，前三季度累计销售各类产品共计97.78万吨。

（三）煤炭板块

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煤炭价格在合理空间小幅波动，行业经济效益稳步回升，为煤炭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去产能的深入推进，我国煤炭生产供应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煤炭生产

越来越向少数产煤省区集中，全国煤炭供应保障压力增大。公司统筹安排各个采区的生产，重点做好矿区原煤开采及

销售工作，提前做好采煤机投运、破碎站改造相关工作，提高出块率及混煤生产量，对内保障哈密新能源公司和清洁

炼化的煤炭供应，对外持续加大库存煤及回售提质煤的销售力度。

分类 2017年前三季度 2016年前三季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煤炭生产量（万吨） 293.86 128.60 128.51

煤炭销售量（万吨） 455.21 135.24 236.59

其中：铁销 297.27 73.86 302.48

地销 157.94 61.38 157.32

注：煤炭产、销量均不含公司自用煤量。

报告期内，矿业公司积极开拓市场，紧抓市场行情，与多家电厂、冶炼、型煤企业形成有效销售。因煤焦油市场转

暖，周边兰炭企业逐步提升产能。公司紧抓时机部署生产，适时调整产品价格，积极扩展销售区域。兰渝铁路9月29日全

线开通运营,为广汇煤炭“疆煤入渝”拉开了新篇章。兰渝铁路全线开通后，公司发往川渝方向的煤炭较之前缩短运距

600余公里，大幅缩减铁路运输成本并提高发运效率。前三季度煤炭产、销量同比增长128.51%和236.59%，其中铁销量同

比增长302.48%。

其他事项

1.哈密1000万吨/年煤炭分级提质清洁利用项目（试生产）

报告期内炭化Ⅱ系列小粒煤改造已全部完成，正在单炉调试及性能测试，炭化Ⅲ系列正在调试过程中。干馏、加

氢循环水、喷淋循环水系统运行正常。项目配套的污水处理装置正在调试过程中。

2.4万吨/年二甲基二硫（DMDS）联产1万吨/年二甲基亚砜（DMSO）项目（试生产）

2017年6月18日， 硫化工项目开始试车；7月10日， 二甲基二硫装置成功产出纯度99.74%的合格二甲基二硫

（DMDS）产品，二甲基二硫装置全流程打通，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详见公司2017-050号公告）。目前硫化氢合成装

置系统平均产气量322.4Nm

3

/h，平均负荷50.3%。截止9月28日，二甲基二硫累计产量56吨，纯度＞99.5%。根据环保“三

同时”要求，已向生化污水池内投加生化所需污泥，开始污水处理站生化系统细菌培养工作。

3.新疆红柳河至淖毛湖铁路项目

截至报告日，已完成：兰新铁路接轨车站红柳河站的站改工程、全线路基桥涵和房屋建筑等土建工程、全线钢轨

铺设工程、四电工程通信信号专业主体设备安装、电力10kV贯通线主体设备安装、牵引站供电工程。已达到全线运行

内燃工程列车条件。

红淖铁路检测工作目前已完成红柳河至恰干12个区间，12个车站。哈密工务段对红淖铁路的线路检查工作已进行

至恰干至淖毛湖间的8个车站的站线、道岔检测。

4.江苏南通港吕四港区LNG分销转运站项目（二期、三期）

项目二期工程16万方储罐项目完成外罐升顶前环梁浇筑、抗压圈焊接和完成储罐升顶；三期工程16万方储罐已取

得省发改委核准批文和环保批文。

5.哈萨克斯坦斋桑油气开发项目

报告期内该区块仍主要处于勘探评价和稠油试采阶段。天然气投入正常生产并已产生稳定的现金流。目前现场

天然气生产井19口，平均日产气150万方。2017年前三季度，生产输送天然气3.59亿方。

6.宏汇煤炭分级提质清洁利用项目（试生产）

报告期内完成干馏系统蒸汽冷凝水回收装置技改，新增荒煤气旋风除尘设施正在进行安装。锅炉灰加湿外排设

施按计划正在进行施工。焦油渣处理设施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产品罐区已部分投入使用。加氢系统正在进行氢气气

密性试验。

7.中化核心关键技术开发项目

报告期内项目单位继续与山西省化工设计院合作推广转式辐射床热解干馏技术，目前已基本确定孝义200万吨煤

热解技术方案，配合环评工作继续推进，同时相关技术协议参数正在商讨，准备签署技术协议。

8.新疆广汇准东喀木斯特40亿方/年煤制天然气项目

该项目已取得《水资源论证报告》、《水土保持方案》及《阿拉安道南矿井及选煤厂建设项目未压覆重要矿产资

源及林业占用的函》等34项国家及自治区级相关前期项目审核的批复文件。配套供水工程目前正常开展枢纽水库下

闸蓄水及农业灌溉工作。

9.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

公司于2017年8月14日召开了董事会第七届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议

案》，决定申请终止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2017年9月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7]731号），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

决定同意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详见公司2017-054、057、066号公告）

10.配股项目

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14日、2017年9月1日召开董事会第七届第二次会议、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发行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方案的议案》及《关于配股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措施的议案》等议案。

2017年10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71969号）。中国证监会

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公开配股》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详见公司2017-054、058、059、060、065、072号公告）

11.公司债

2015年11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68号），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

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首期15广汇01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36081.SH）于2015年12月8日完成发行，发行规模5.2亿

元，票面利率6.0%。

截止报告日，公司已完成本次核准总额为20亿元的公司债券全部发行工作，其中：17广汇01公司债券（债券代码：

143149.SH）于2017年6月23日完成发行，规模6亿元，票面利率7.5%；17广汇02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43290.SH）于2017

年9月8日完成发行，规模4亿元，票面利率7.5%；17广汇03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43331.SH）于2017年10月13日完成发

行，规模4.8亿元，票面利率7.5%。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东升

日期:2017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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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7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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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11月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11月6日16点00分

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11月6日至2017年11月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2.01 发行规模 √

2.02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

2.03 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

2.04 债券品种及期限 √

2.05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

2.06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

2.07 债券特殊条款 √

2.08 募集资金用途 √

2.09 债券的还本付息 √

2.10 上市和转让场所 √

2.11 承销方式 √

2.12 偿债保证措施 √

2.13 担保条款 √

2.14 决议的有效期 √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1-3项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

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

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

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56 广汇能源 2017/10/3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股东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上海股票账户卡、有法人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上海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三）登记时间： 2017年10月31日、11月1日北京时间10：00-18：00；

（四）登记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6楼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五）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本公司所在地邮戳日不晚于2017年11月1日18:00时）。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所有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交通费用及食宿费用自理。

（二）联系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6楼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830002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倪娟

电话：0991-3759961，0991-3762327

传真：0991-8637008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0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1月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01 发行规模

2.02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2.03 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2.04 债券品种及期限

2.05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06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

2.07 债券特殊条款

2.08 募集资金用途

2.09 债券的还本付息

2.10 上市和转让场所

2.11 承销方式

2.12 偿债保证措施

2.13 担保条款

2.14 决议的有效期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

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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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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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数据：

产品 计量单位 类别

2017年第三季度 自年初累计

数值 同比增减幅（%） 数值 同比增减幅（%）

天然气

万方 产量 28,500.34 -4.19 77,470.32 -2.57

万方 销量 48,403.92 44.01 106,483.26 21.73

甲 醇

万吨 产量 28.19 -0.67 72.22 -8.21

万吨 销量 28.20 0.93 73.50 -9.18

煤 炭

万吨 产量 69.36 64.59 293.86 128.51

万吨 销量 154.81 407.24 455.21 236.59

煤化工

副产品

万吨 产量 10.02 13.73 23.67 -4.90

万吨 销量 10.47 17.38 24.28 -8.24

注：煤炭产、销量不含公司自用煤量。

二、简要说明：

2017年第三季度国民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优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坚持供给侧结构改革，配合去杠杆、紧货币，维持

全年经济运行呈“前高后稳”的格局。公司坚定落实“创新突破年” 工作部署，加强宏观形势和市场走势的研判，以动

态管理应对市场变化，稳步推进各项目运行。

本季度，公司LNG、甲醇、煤炭等主要产品的产、销量大致情况如下：

1．天然气产品：第三季度，因吉木乃LNG工厂7月份设备检修原因，LNG总产量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下降比例

为4.19%；公司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南通港吕四港区LNG分销转运站一期项目已正式投入

运营,国际贸易外购气销售量逐步增加，LNG销量同比增长44.01%。

2．煤化工产品：第三季度，哈密新能源工厂装置稳产，甲醇产、销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煤化工副产品全产全

销，产、销量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13.73%、17.38%。

3．煤炭产品：国内煤焦油市场转暖，煤炭需求量增加，第三季度，公司煤炭产、销量（不含公司自用煤量）较上年

同期相比分别增长64.59%、407.24%。

三、风险提示：

上述主要运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运营数据在季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宏观

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行业周期、季节性因素、恶劣天气、设备检修和安全检查等。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

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最终将以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公司保留根据审计结果及实际情况调整

运营数据的权利。公司披露的季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

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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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控股子公司实施债转股增加

注册资本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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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新疆广汇煤炭清洁炼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清洁炼化）

●投资金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清洁炼化进行增资，增资方式为本公司对清洁炼化的140,000万元债权，转为对清

洁炼化的股权投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清洁炼化注册资本由60,000万元变更为200,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由75%变更为

92.5%，清洁炼化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投资属于对控股子公司的增资，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 实施债转股增加注册资本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推动清洁炼化持续发展，优化其资本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确保资金稳定流转，实现稳定经营，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清洁炼化进行增资，增资方式为本公司对清洁炼化的140,000万元债权，转为对清洁炼化的股权投资，本次增资完

成后，清洁炼化注册资本由60,000万元变更为200,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由75%变更为92.5%，清洁炼化仍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7年10月18日召开了董事会第七届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新疆广汇煤炭清洁炼

化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债转股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本次对清洁炼化增资总额为140,000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公司 2016�年度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11,132,627,440.27元），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属于董事会的对外投资权限，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对清洁炼化增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广汇煤炭清洁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自力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月17日

公司住所：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淖毛湖镇兴业路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23057746161Y

经营范围： 煤化工项目工程的投资、设备租赁、煤炭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煤炭生产应用技术的咨询、褐煤热解生

产应用技术的咨询、兰炭生产与销售。

清洁炼化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指标 2017年1-6期（未经审计） 2016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4.78 577.26

净利润 -97.04 -1,153.97

2017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516,170.74 524,447.28

负债总计 460,128.45 468,307.95

所有者权益 56,042.29 56,139.33

三、 增资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公司根据总体发展战略和产业机构布局，在确保公司及子公司稳定发展和不发生系统性资金风险的前提

下，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清洁炼化的发展，对其提供了资金支持。公司本次债转股增资完成后，清洁炼化注册资本由60,

000万元增加至200,000万元，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清洁炼化增资前后变化：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5,000 75% 185,000 92.50%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25% 15,000 7.50%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清洁炼化实施以债转股增加其注册资本，可有效改善其自身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子公司的资金实力，

有利于其后续经营性融资，提升在主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抗风险能力，促进其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

发展的战略需要和长远利益，不存在有损于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分析

清洁炼化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不会产生新的风险。后续公司将持续完善子公司规范治理结构，强化内部

控制，加大工艺创新和新产品研发速度，不断推动其经营业绩良性发展，全面降低其经营和市场风险，提升经营状况，

以此实现长期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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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七届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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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议案于2017年10月13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于2017年10月18日在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11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实际到会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其中：董事韩士发

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董事李丙学、刘常进通过电话方式出席会议；独立董事胡本源通过电话方式出席会议。董事林

发现、胡劲松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长宋东升代为出席会议；董事王建军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委托董事韩士发代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张伟民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马凤云代为出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

告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新疆广汇煤炭清洁炼化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债转股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2017-074号《广汇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施债转股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经逐条对照，公司“11广汇01”公司债于2017年11月3日到期兑付完毕后，公司符合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中规定的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发行规模

本次公开发行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

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公司拟申请以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公司债券，发行对象均为法律、法规规定的合

格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原有股东优先配售。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债券品种及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5年（含5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次发行

的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相关规定和市场情况

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金额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通过市场询价协商确定，并将不超过国务院或其他有权机构限定的利率水平。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债券特殊条款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是否设计赎回条款或回售等特殊条款及相关条款具体内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

会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有息负债。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债券的还本付息

本次公司债券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同支付。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上市和转让场所

公司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

请。经监管部门批准，本次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承销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偿债保证措施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授权董事会采取如下措施：

（1）暂缓董事会决策权限内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2）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3）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担保条款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决议的有效期

公司关于本议案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上述发行公司债券

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公司债券发行” 或“本次发行” ）的具体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公司债券发行

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品种、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发

行期数及每期规模等）、担保方案、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等创新条款、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

排、还本付息的安排、债券上市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

2、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

3、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请的申报、发行、上市、还本付息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

露；

4、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5、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

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在市场环境和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发行工作；

7、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8、债券偿还的保证措施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授权董事会采取如下措施：

（1）暂缓董事会决策权限内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2）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3）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2017-076号《广汇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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