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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关于公司停牌、重整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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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8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18年1月15日起因重整事项停牌，直至法院作出相关裁定后公司

将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一、重整进展

（一）控股股东泸天化集团的重整进展情况

2017年12月8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泸州中院"）裁定受理对四川泸

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

天化集团"）进行重整的申请，泸天化集团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2017年12月19日，公司收到泸天

化集团的通知，泸州中院依法指定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作为泸天化集团管理人，重整

的进展情况如下：

泸天化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18年1月23日上午10点在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一环

路龙透关路段412号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顺利召开。 此次会议结束后，泸天化集团

管理人将进一步有序地推进各项重整工作。

（二）公司的重整进展情况

2017年12月13日，泸州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2017年

12月21日，泸州中院依法指定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作为公司管理人。 重整的进展情况

如下：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8年2月6日上午10点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工会

礼堂顺利召开，会议由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本案合议庭成员、公司管理人、中介机构代表

和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参加会议，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工会代表、职工代表等列席

会议。

本次会议议程主要包括公司管理人进行重整期间阶段性工作报告， 公司管理人进行债权

申报及审查情况说明，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公司管理人报告管理人报酬收取方案，法院

指定债权人会议主席。

此次会议结束后，公司管理人将进一步有序地推进各项重整工作。

（三）全资子公司和宁公司的重整进展情况

2017年12月14日，泸州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和宁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和宁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2017年12月21日，泸州中院依法指

定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作为和宁公司管理人。 重整的进展情况如下：

和宁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18年2月9日上午10:00采取网络会议方式顺利召开。 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债权人已根据短信通知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全国

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参加会议。 此次会议结束后，和宁公司管

理人将进一步有序地推进各项重整工作。

二、停牌期间的工作

公司管理人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推进重整的各项工作，密切关注重整工作的

进展情况，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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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五个交易日披

露一次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提示

1.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泸州中院宣告破产

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管理人或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泸州中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

划草案，并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

通过且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法院批准，法院将裁定

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2.股票停牌后无交易机会的风险

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13.2.8条的规定，公司可以在法院作出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裁定

时向交易所提出复牌申请。 根据公司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负值，且净资产也为负值，若其后首个会计年度（即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或期

末净资产仍为负值，同时本次重整停牌至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日仍未复牌，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1条第（一）项、（二）项的规定，在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后十五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若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的下一会

计年度（即2019年度报告）不符合交易所规定的恢复股票上市条件，或者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

请未被交易所受理或该申请未获得交易所核准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若公司出现上述情

况公司股票将无交易机会。

3.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一）项、第（二）项、14.1.1条第（一）项、（二）项的规

定，根据公司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净资产也为负

值，若其后首个会计年度（即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或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1条第（一）项、（二）项的规定，在2018年年度报告披

露日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4.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2019年度）报告显示扣除公司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或者被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9

年年度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4.4.1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终止上

市。

5.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避免连续亏损，但

公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控股股东及全资子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提示

泸天化集团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对本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和

宁公司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对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等产生影响。

鉴于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是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466� � � �证券简称：风语筑 公告编号：2018-039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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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8元

每股转增股份1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5 － 2018/5/28 2018/5/29 2018/5/2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8年5月3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45,975,5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1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6,780,400

元，转增145,975,5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91,951,000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5 － 2018/5/28 2018/5/29 2018/5/28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辛浩鹰、李晖、上海励构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鼎晖

达焱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宏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本公司A

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0.8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

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72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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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7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72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

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8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非流通股

）

109,975,500 109,975,500 219,951,000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流通股

）

36,000,000 36,000,000 72,000,000

1

、

A

股

36,000,000 36,000,000 72,000,000

三

、

股份总数

145,975,500 145,975,500 291,951,0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291,951,000股摊薄计算的2017年度每股收益为0.64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可咨询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6206468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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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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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8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3 － 2018/5/24 2018/5/2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8年5月10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8,8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3 － 2018/5/24 2018/5/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派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元；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

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按照《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持股

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负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0.162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的现金红利，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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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号）的规定，由公司

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62�元。 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股通” 投资公司 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在香

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

的条件之前，其股息、红利所得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公司按照10%的税

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人民币 0.162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

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或

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

请，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 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

税。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

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元 。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吴南路4号

联系部门：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5648619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03� � � �证券简称：横店影视 公告编号：2018-034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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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3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4 － 2018/5/25 2018/5/2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8年3月28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53,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4,19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4 － 2018/5/25 2018/5/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股东金华恒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

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有关规定，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3元；股东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3元，待股东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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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号）有

关规定，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0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的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

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20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

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公司权益分派方案有任何疑问的，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9-86587877

特此公告。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831� � � �证券简称：广电网络 公告编号：2018-024号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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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4 － 2018/5/25 2018/5/2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8年5月10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04,967,689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198,707.56元。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4 － 2018/5/25 2018/5/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控股股东陕西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外， 其余股东的红

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

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

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现金红利发放，控股股东陕西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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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36元。 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

民币进行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人民币0.036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

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

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

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4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29-87991257

特此公告。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5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

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代任基金管理人督察长

、

离任基金管理人督察长

2.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路秀妍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2017

年

6

月

29

日

任职日期

2018

年

5

月

17

日

过往从业经历

2008.4-2015.2

信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合

规稽核部

；

2015.3-2017.4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业务总部

；

2017.6

至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

。

学历

、

学位 本科

、

学士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武祎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8

年

5

月

17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并已按规定履行备案等相关手

续。

特此公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903� � � �证券简称：中持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1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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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4 － 2018/5/25 2018/5/2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8年3月30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3,336,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333,6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4 － 2018/5/25 2018/5/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SCC� VENTURE� 2010� (HK)� LIMITED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

月23日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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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财税[2014]81号通知》” ）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0.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2800999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74� � �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8-32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鹏股份” 或“公司” ）于2018年3月6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2017年年度

报告》。在“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中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填报有误，更正后的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在指定媒体上同时予以更新。 现

将内容更正如下：

公告原文：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76,743,912.65 518,174,371.35 491,661,092.02 571,238,11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8,862.27 60,197,601.35 48,844,112.38 -20,642,81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1,549.98 54,234,073.72 48,288,568.81 -16,940,12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131,630.62 -332,722,685.89 -219,238,568.07 -524,567,952.68

更正为：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76,743,912.65 518,174,371.35 491,661,092.02 571,238,11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8,862.27 60,197,601.35 48,844,112.38 -20,642,81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1,549.98 54,234,073.72 48,288,568.81 -16,940,12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131,630.62 -163,591,055.27 -219,238,568.07 27,393,301.28

除上述更正的内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更正后不会对公司2017年

年度报告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因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

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18日

2018年 5 月 1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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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