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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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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05-11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蚌埠市黄山大道8009号 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0,902,9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19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夏宁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程昔武先生因公务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殷传伟女士因公务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729,728 99.9137 173,200 0.0863 0 0.0000

2、议案名称：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729,728 99.9137 173,200 0.0863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7年度财务决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729,728 99.9137 173,200 0.0863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729,728 99.9137 173,200 0.0863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7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729,728 99.9137 173,200 0.0863 0 0.0000

6、议案名称：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729,728 99.9137 173,200 0.086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150 72.7822 173,200 27.217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729,728 99.9137 173,200 0.086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对应股份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865,328 99.9812 37,600 0.018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729,728 99.9137 173,200 0.086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63,150 72.7822 173,200 27.2178 0 0

7

关于2018年持续关联交易的

议案

463,150 72.7822 173,200 27.2178 0 0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463,150 72.7822 173,200 27.2178 0 0

9

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

诺的对应股份并注销的议

案

598,750 94.0913 37,600 5.9087 0 0

1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463,150 72.7822 173,200 27.2178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8、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该两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7为关联交易议案，参会的股东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

数为166,755,932股、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为33,510,646股，上述两家股东

均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因此均回避了表决。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回避，关联股东欧木兰、苏俊拱、梁诗豪、新余市昌讯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郑琦林、唐铸、欧严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大联 张文苑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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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

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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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4月18日、2018年5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

对应股份并注销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2018-011号公

告）。

根据公司与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显科技” 或“标的公司” ）原股东欧木兰、苏俊

拱、梁诗豪、新余市昌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郑琦林、唐铸、欧严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公司2017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由于国显科技2017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其原股东欧木兰、苏俊拱、梁诗豪、新余市昌

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郑琦林、唐铸、欧严将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业绩补偿。经测算，上述应补偿股份

总数量为3,165,569股，公司将以1元的总价格予以回购并注销。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姓名 应补偿股份数（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

应返还现金股利（元）

欧木兰 1,953,789.00 0.2547 87,920.51

苏俊拱 380,501.00 0.0496 17,122.56

梁诗豪 253,879.00 0.0331 11,424.54

新余市昌讯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253,879.00 0.0331 11,424.54

郑琦林 148,782.00 0.0194 6,695.18

唐铸 127,889.00 0.0167 5,755.00

欧严 46,850.00 0.0061 2,108.27

合计 3,165,569.00 0.4127 142,450.60

上述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767,049,572股变为763,884,003股。本次公司回购并注销部

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

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

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此外，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和注销，并

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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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第5-1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1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0日下午15:00-2018年5月11日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

1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0日

下午15：00至2018年5月11日下午15：00�期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11号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会议室

3、召集人、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鹿成滨先生主持。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7,238,28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6.20%；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董监高）中小股东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

987,4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3.1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7,506,3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3.43� %。

（3）网络投票情况：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731,8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2.7729％。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7-10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7项议案需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四分之三以上通过；第8-10项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456,462股。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7,23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7,23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97,23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7,23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17年末总股本350,968,033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5.00元（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187,53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8� %；反对9,701,8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6,285,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78.

90� %；反对9,701,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1.1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197,23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5,98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9.

99%；反对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1%；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

（2）支付2017年度财务审计费用76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197,23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5,98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9.

99%；反对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1%；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23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5,98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9.

99%；反对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1%；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781,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反对4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5,98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9.

99%；反对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1%；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781,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反对4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5,98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9.

99%；反对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1%；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781,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反对4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5,98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9.

99%；反对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1%；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铁先生、姜丽勇先生以及原独立董事朱清滨先生向本次股东

大会提交了2017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18年4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供投资者查阅。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提案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八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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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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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8年4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并于2018年4月21日对外公开披露。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草案公布前6个月内（即2017年10月20日至2018年4月20日， 以下简称 “自查期

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登记在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并已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披露的同

时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2、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 ）以及核查对象本人进行了查询和确认，中国结算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5名

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记录，除此之外，其他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买卖日期 买卖股数 变动方向

1 娄艳军 外贸销售公司经理

2017-11-24 100.00 买入

2017-12-26 200.00 买入

2 田寿波 证券事务管理员

2017-11-24 1,400.00 买入

2017-12-01 1,400.00 买入

2017-12-01 -1,400.00 卖出

2017-12-04 -1,400.00 卖出

2017-12-08 2,100.00 买入

2017-12-13 -900.00 卖出

2017-12-14 -600.00 卖出

2017-12-15 -500.00 卖出

2017-12-18 -100.00 卖出

2017-12-21 1,000.00 买入

2017-12-25 -1,000.00 卖出

3 张汉超 会计 2017-11-17 800.00 买入

4 张国忠 会计

2017-10-25 1,800.00 买入

2017-10-26 -1,800.00 卖出

2017-11-09 1,100.00 买入

2017-11-10 -1,100.00 卖出

2017-11-16 1,600.00 买入

2017-11-17 3,300.00 买入

2017-12-25 -900.00 卖出

2018-01-04 -800.00 卖出

2018-01-22 -1,200.00 卖出

2018-02-01 700.00 买入

2018-02-02 1,000.00 买入

2018-03-12 -1,000.00 卖出

2018-03-15 -2,700.00 卖出

5 窦方明 人事总监

2017-11-24 100.00 买入

2018-03-15 -100.00 卖出

经公司核查：

1、上述娄艳军、田寿波、张汉超、窦方明4名职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并不

知悉相关内幕信息，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2、上述张国忠职员作为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存在两次卖出公司股票行为。

三、结论

经公司自查，在《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除公司职

员张国忠外其他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公司股票交易行为。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关于“知悉内幕信息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不属于内幕交易的情形除外”之规定，为回避风险，公司不再将张国忠

列入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张国忠不再作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八年五月十二日

2018年 5 月 12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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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038� � � �转债简称：济川转债

转股代码：190038� � � �转股简称：济川转股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济川转债"开始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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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转债转股代码：190038

● 转股简称：济川转股

● 转股价格：41.04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18年5月17日至2022年11月12日

一、 可转债上市发行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755号"文核准，湖北济川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17年11月13日公开发行了8,431,600张（843,160手）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4,316万元。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对认购金额不足84,316万元

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432号文同意，公司84,316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7年11月29日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济川转债"，债券代码"110038"。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5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可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规模：84,316万元人民币。

（二）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三）票面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0.8%，第四年1.5%，第五年6%。

（四）债券期限：自可转债发行之日起5年，即自2017年11月13日至2022年11月12日。

（五）转股起止日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18年5月17日至2022年11月12日。

（六）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41.04元/股，如济川转债存续期内转股价格根据募集说明书约

定的条件发生调整，则按照当时生效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

三、可转债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代码和简称

可转债转股代码：190038

可转债转股简称：济川转股

（二）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交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济川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

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本公司将于转股申报日的次一个交

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付。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可转债数量(即当

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三）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18年5月17日至2022年11月12日）上交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

但下述时间除外：

1、济川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四）可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销）可转债持

有人的可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五）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日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日上市流通。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七）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济川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17年11月13日。在付息

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受当期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1、初始转股价格：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41.04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2、最新转股价格：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在济川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

价格相应调整。自济川转债发行至今，公司未发生上述需调整转股价格的事项，因此济川转债的最新转股

价格仍为人民币41.04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

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

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

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交所网站（www.

sse.com.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

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

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执行。

五、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回售条款

（一）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加上最后一期年

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兑付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

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A.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25%（含125%）。

B.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

期转股价的50%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

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当期应计利

息的计算方式参见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

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 该计息年度

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

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

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

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

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六、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济川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2017年11月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证券时报》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登于上交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摘要。

关于本次济川转债转股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23-89719161

咨询邮箱：jcyy@jumpcan.com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2日

（上接B165版）

连续式轧钢机

改造

关于下达2002年第三批国

债专项资金国家重点技术

改造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

国经贸投资

[2002]847号

2004 1,333,333.32 -

与资产

相关

老线污水改造

关于拨付西宁特殊钢股份

有限公司老线污水回用改

造工程项目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的函

青环函[2007]147

号、青环函

[2007]41号

2007 240,000.00 -

与资产

相关

三炼consteel

电炉及LF炉

除尘

关于拨付西宁特殊钢集团

有限公司三炼consteel电炉

及LF炉除尘 改造工程项目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函

青环函[2007]148

号

2007 180,000.00 -

与资产

相关

总降改造及各

级动力变动改

造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

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66,666.72 -

与资产

相关

三泵战及一炼

水系统改造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

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66,666.72 -

与资产

相关

新建三座1000

立方氧气储罐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

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66,666.72 -

与资产

相关

回收西区水增

建化学除油间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

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33,333.36 -

与资产

相关

转炉生产特钢

开发

关于下达2007年度企业技

术创新项目补助资金指标

的通知目补助

青财建字[2007]

1328号

2007 80,000.04 -

与资产

相关

西钢环保项目

关于下达2007年循环经济

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7]

1012号

2007 50,000.04 -

与资产

相关

固体废弃物回

收利用

关于下达2007年第一批工

业项目贴息资金和投资补

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7]

969号

2007 48,666.60 -

与资产

相关

快段机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

达青海省2008年第一批工

业项目贴息资金计划的通

知

青经投[2008]174

号

2008 200,000.04 -

与资产

相关

西钢水系统改

造工程

2008年节能降耗目标及主

要节能技改项目资金补助

公司申请 2008 126,666.60 -

与资产

相关

燃气综合利用

工业炉窑节能

燃气综合利用工业炉窑节

能项目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8 53,333.28 -

与资产

相关

LT精炼炉

关于下达2008年第三批科

技项目经费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8]

1237号

2008 39,999.96 -

与资产

相关

LF精炼炉

关于下达2008年第二批企

业技术创新补助资金的通

知

青财建字[2008]

1477号

2008 13,333.32 -

与资产

相关

环境治理污染

减排

关于下达2009年省级环境

保护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

1725号

2009 55,441.20 -

与资产

相关

VD炉改造

（三炼）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

达2009年青海省第一批企

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计划

的通知

青经投[2009]107

号

2009 33,333.36 -

与资产

相关

环境改造工程

关于下达2009年第一批工

业项目贷款贴息资金的通

知

青财建字[2009]

401号

2009 50,000.04 -

与资产

相关

节能改造项

目———节水

关于下达2009年十大重点

节能工程扩大内需中央预

算内基本建设支出预算

（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

554号

2009 253,333.32 -

与资产

相关

节能改造项

目———节电

关于下达2009年十大重点

节能工程扩大内需中央预

算内基本建设支出预算

（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

554号

2009 133,333.32 -

与资产

相关

节能改造项

目———燃气综

合利用

关于下达2009年十大重点

节能工程扩大内需中央预

算内基本建设支出预算

（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

554号

2009 399,999.96 -

与资产

相关

二锅炉除尘脱

硫设施改造

关于下达2009年省级排污

费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

1718号

2009 39,999.96 -

与资产

相关

热处理炉

关于下达青海省2009年节

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

的通知

宁财企字[2009]

2188号

2009 243,333.36 -

与资产

相关

高炉喷煤

高炉喷煤技术升级改造项

目资金补助

公司申请 2009 6,666.72 -

与资产

相关

循环经济园区

关于下达2010年青海省地

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

资金预算（拨款）的通知

青财企字[2010]

1708号

2010 76,666.68 -

与资产

相关

转炉吹炼

关于下达2010年青海省第

二批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

通知

青财建字[2010]

1757号

2010 53,333.28 -

与资产

相关

网络管理系统

关于清算2008年和2009年

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

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0]

2036号

2010 234,999.96 -

与资产

相关

燃煤锅炉改造

关于下达青海省2010年第

二批节能技术改造专项资

金的通知

宁财发字[2010]

1316号

2010 194,666.64 -

与资产

相关

无电冶炼

关于下达青海省2011年节

能降耗项目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1]

1012号

2011 120,000.00 -

与资产

相关

日处理废水

关于调整2010年产业结构

调整和振兴资金项目资金

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1]

68号

2011 613,333.32 -

与资产

相关

高炉技术改造

关于下达2011年青海省地

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

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1]

349号

2011 53,333.28 -

与资产

相关

高炉煤气余压

发电(TRT)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

达2011年第二批重点节能

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

计划的通知

青经资[2011]470

号

2011 650,000.04 -

与资产

相关

高炉大修(3#)

关于下达青海省2011年技

术改造和新兴产业发展专

项贷款贴息（投资补助）资

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2]

38号

2011 800,000.04 -

与资产

相关

数字化调度指

挥平台

关于下达2011年物联网发

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宁财建字[2011]

1119号

2011 300,000.00 -

与资产

相关

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补助 公司申请 2011 1,472.04 -

与资产

相关

厂区环保治理

（新）-污染

源监控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

达全省重点污染源新增氮

氧化物和氢氧自动监控设

施建设计划的通知

青环[2011]655号 2011 17,575.78 -

与资产

相关

轧钢技术升级

改造1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3年工业“双百”及产业

结构调整及振兴、循环经济

产业、企业技术创新、重点

工业项目前期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3]

1990号

2013 141,666.67 -

与资产

相关

500TPD套筒

窑工程

关于青海省2011年第二批

“双百”工程和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贷款贴息及投资补

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1]

1371号

2011 266,666.64 -

与资产

相关

污染减排烧结

脱硫等项目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

达2012年省级排污费资金

的通知

青环[2012]661号 2012 120,000.00 -

与资产

相关

高品质特殊钢

技术创新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

达青海省2013年第一批基

本科技计划（企业技术创

新资金）项目的通知

青科发计字

[2013]124号

2013 2,000,000.00 -

与收益

相关

三炼除尘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

达2014年省级排污费专项

资金的通知

青环发[2014]515

号

2014 66,666.72 -

与资产

相关

精品特钢小棒

材生产线

关于下达创建节水型企业

补助资金的通知

宁财农字[2016]

1194号

2016 4,166.67 -

与资产

相关

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创

新平台建设专项项目补贴

资金的通知

公司申请 2017 22,811.00 -

与资产

相关

返还的增值税 返还的增值税 返还税金 2017 889,727.69 -

与收益

相关

合计 22,763,084.95 1,840,000.00

（二）2018年一季度政府补助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18年一季度累计收到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的资金为3,546,765.57元。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 依据文件 文件号

拨付

时间

本期计入其他

收益

与资产

相关/与

收益相

关

焦化储煤仓环保专

项补助资金

关于下达环保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

关于下达排污费专项资金的通知

宁财建字[2011]1929号、

青财建字[2011]2279号

2012 23,916.67

与资产

相关

焦化脱硫技改补助

资金

关于下达2012年西宁市环保专项资金

的通知

宁环发[2012]508号、青

财建字[2012]2413号

2012 21,666.67

与资产

相关

焦化脱硫技改工程

脱硫废液提盐项目

补助资金

关于下达2012年西宁市环保专项资金

的通知

宁发字[2014]167号 2014 12,500.00

与资产

相关

焦化干熄焦环保工

程政府补助资金

关于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90T/H干熄焦扬尘治理工程实施方案

审查意见的函

宁环函[2015]146号 2015 292,500.00

与资产

相关

焦化废水处理工程

政府补助资金

关于下达2014年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补

助资金的通知

宁环发[2015]167号 2015 61,250.00

与资产

相关

合金钢小型连轧项

目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达2005年第

一批技术改造贴息资金计划的通知

青经投[2005]118号 2005 50,000.01

与资产

相关

一炼除尘

关于拨付西宁特钢集团公司一炼车间

除尘系统改造专项经费的通知

宁财建字[2005]854号 2005 218,333.34

与资产

相关

连续式轧钢机改造

关于下达2002年第三批国债专项资金

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资金计划的通

知

国经贸投资[2002]847号 2004 333,333.33

与资产

相关

老线污水改造

关于拨付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老

线污水回用改造工程项目环境保护专

项资金的函

青环函[2007]147号、青

环函[2007]41号

2007 60,000.00

与资产

相关

三炼consteel电炉及

LF炉除尘

关于拨付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三

炼consteel电炉及LF炉除尘 改造工程

项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函

青环函[2007]148号 2007 45,000.00

与资产

相关

总降改造及各级动

力变动改造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16,666.68

与资产

相关

三泵战及一炼水系

统改造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16,666.68

与资产

相关

新建三座1000立方

氧气储罐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16,666.68

与资产

相关

回收西区水增建化

学除油间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8,333.34

与资产

相关

转炉生产特钢开发

关于下达2007年度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补助资金指标的通知目补助

青财建字[2007]1328号 2007 20,000.01

与资产

相关

西钢环保项目

关于下达2007年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

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7]1012号 2007 12,500.01

与资产

相关

固体废弃物回收利

用

关于下达2007年第一批工业项目贴息

资金和投资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7]969号 2007 12,166.65

与资产

相关

快段机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达青海省

2008年第一批工业项目贴息资金计划

的通知

青经投[2008]174号 2008 50,000.01

与资产

相关

西钢水系统改造工

程

2008年节能降耗目标及主要节能技改

项目资金补助

公司申请 2008 31,666.65

与资产

相关

燃气综合利用工业

炉窑节能

燃气综合利用工业炉窑节能项目补助

资金

公司申请 2008 13,333.32

与资产

相关

LT精炼炉

关于下达2008年第三批科技项目经费

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8]1237号 2008 9,999.99

与资产

相关

LF精炼炉

关于下达2008年第二批企业技术创新

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8]1477号 2008 3,333.33

与资产

相关

环境治理污染减排

关于下达2009年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

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1725号 2009 13,860.30

与资产

相关

VD炉改造（三炼）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达2009年青

海省第一批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计

划的通知

青经投[2009]107号 2009 8,333.34

与资产

相关

环境改造工程

关于下达2009年第一批工业项目贷款

贴息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401号 2009 12,500.01

与资产

相关

节能改造项目———

节水

关于下达2009年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扩

大内需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预算

（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554号 2009 63,333.33

与资产

相关

节能改造项目———

节电

关于下达2009年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扩

大内需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预算

（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554号 2009 33,333.33

与资产

相关

节能改造项目———

燃气综合利用

关于下达2009年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扩

大内需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预算

（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554号 2009 99,999.99

与资产

相关

二锅炉除尘脱硫设

施改造

关于下达2009年省级排污费专项资金

的通知

青财建字[2009]1718号 2009 9,999.99

与资产

相关

热处理炉

关于下达青海省2009年节能技术改造

财政奖励资金的通知

宁财企字[2009]2188号 2009 60,833.34

与资产

相关

高炉喷煤 高炉喷煤技术升级改造项目资金补助 公司申请 2009 1,666.68

与资产

相关

循环经济园区

关于下达2010年青海省地方特色产业

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预算（拨款）的通

知

青财企字[2010]1708号 2010 19,166.67

与资产

相关

转炉吹炼

关于下达2010年青海省第二批企业技

术创新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0]1757号 2010 13,333.32

与资产

相关

网络管理系统

关于清算2008年和2009年节能技术改

造财政奖励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0]2036号 2010 58,749.99

与资产

相关

燃煤锅炉改造

关于下达青海省2010年第二批节能技

术改造专项资金的通知

宁财发字[2010]1316号 2010 48,666.66

与资产

相关

无电冶炼

关于下达青海省2011年节能降耗项目

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1]1012号 2011 30,000.00

与资产

相关

日处理废水

关于调整2010年产业结构调整和振兴

资金项目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1]68号 2011 153,333.33

与资产

相关

高炉技术改造

关于下达2011年青海省地方特色产业

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1]349号 2011 13,333.32

与资产

相关

高炉煤气余压发电

(TRT)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达2011年第

二批重点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项

目计划的通知

青经资[2011]470号 2011 162,500.01

与资产

相关

高炉大修(3#)

关于下达青海省2011年技术改造和新

兴产业发展专项贷款贴息（投资补

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2]38号 2011 200,000.01

与资产

相关

数字化调度指挥平

台

关于下达2011年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

的通知

宁财建字[2011]1119号 2011 75,000.00

与资产

相关

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补助 公司申请 2011 368.01

与资产

相关

厂区环保治理（新）

-污染源监控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全省重点

污染源新增氮氧化物和氢氧自动监控

设施建设计划的通知

青环[2011]655号 2011 4,337.67

与资产

相关

轧钢技术升级改造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3年工业

“双百”及产业结构调整及振兴、循环

经济产业、企业技术创新、重点工业项

目前期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3]1990号 2013 212,499.99

与资产

相关

500TPD套筒窑工程

关于青海省2011年第二批“双百”工

程和产业结构调整项目贷款贴息及投

资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2011]1371号 2011 66,666.66

与资产

相关

污染减排烧结脱硫

等项目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2012年省

级排污费资金的通知

青环[2012]661号 2012 30,000.00

与资产

相关

三炼除尘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2014年省

级排污费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环发[2014]515号 2014 16,666.68

与资产

相关

精品特钢小棒材生

产线

关于下达创建节水型企业补助资金的

通知

宁财农字[2016]1194号 2016 6,249.99

与资产

相关

返还的增值税 返还的增值税 返还税金 2018 802,199.58

与收益

相关

合计 3,546,765.57

二、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2017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24,603,084.95

元，最终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程度，详见公司2018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告。

2018年第一季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的资金3,546,765.57元，对公司影

响以年终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