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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06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简称为“蓝盾转债” ，债券代码为“123015”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53,800.00万元， 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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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18年8月13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向原股东

优先配售1,001,025张，即100,102,5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8.61%。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工

作已于2018年8月15日（T+2日）结束。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数量（张）：2,961,95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96,195,2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张）：1,417,01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41,701,800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承销团协议约定，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此

外，《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

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5张由主

承销商包销。 因此，主承销商包销数量合计为1,417,023张，包销金额为141,702,300元，包销比例

为26.34%。

2018年8月17日（T+4日），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 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0－87555297、8755772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603111� � �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2018-035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龙昕科技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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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因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昕科技” ）作为出质人涉及相关诉讼、拖欠供应商货款等事项，已有部分债权

人及供应商向相关法院申请诉前保全，现将相关冻结情况公告如下：

一、龙昕科技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龙昕科技共有14个账户被冻结，冻结法院包括杭州中院、南昌中院、东莞

中院、湖南邵阳县法院等。 累计申请冻结金额825,640,097.50元，被冻结账户余额为118,008,

590.12元，实际冻结金额为78,108,590.12元。

单位：元

被冻结单位 被冻结开户行 账号 被冻结账户内金额

龙昕科技 兴业银行东莞大朗支行

395**********140 7,260,553.47

龙昕科技 中国银行大朗支行

669******653 1,632,744.57

龙昕科技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大岭山支

行营业部

140***********339 746,558.83

龙昕科技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东城支行

营业部

120************510 1,094,414.45

龙昕科技 厦门国际银行珠海拱北支行

802***********568 101,500,000.00

龙昕科技 建设银行观澜支行

442**********540 3,262,363.82

龙昕科技 工商银行东莞东城支行

201**********653 319,226.67

龙昕科技 光大银行东莞分行

387***********612 8,524.21

龙昕科技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大岭山支

行

140***********261 451.83

龙昕科技 中国银行大朗支行

725*********358 1,668,862.05

龙昕科技 东莞银行大朗支行

550**********386 511,187.63

龙昕科技 兴业银行大朗支行

395***********000 67.25

龙昕科技 中国银行大朗支行

636***********207 2,617.98

龙昕科技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东城支行

120************262 1,017.36

合计 一一 一一

118,008,590.12

二、账户被冻结的后续解决措施

因龙昕科技原董事长廖良茂私自以龙昕科技名义违规对外担保，违规担保行为披露后，

致使龙昕科技诉讼频发、账户被冻结，已严重影响龙昕科技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周转，龙昕

科技正常生产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并对龙昕科技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对此，公司责成廖良茂尽快解除违规担保事项，积极协调、妥善处理银行账户冻结事项，

与申请冻结方进行协商，争取早日解除被冻结账户并恢复正常状态。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银行账户系龙昕科技的基本户和一般户，上述事项已对龙昕科技的正常运行、经营

管理造成严重影响。 在本次账户被冻结事项解除之前，尚不排除后续龙昕科技其他账户资金

被冻结的情况发生，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若有资金冻结的相关情况发生，公司将

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570、200570� � � � �证券简称：苏常柴A、苏常柴B� � � � � � �公告编号：2018-020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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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概述

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州市国资委” ）为常柴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170,845,236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43%）。 2018年5月31日，本公司接到常州市国资委的通知：根据常州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精神，常州市国资委拟将持有的本公司170,845,236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0.43%）无偿

划转给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 ）。 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在《证券

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二、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情况

2018年8月16日，常州市国资委与投资集团签订了《常柴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

议》，约定以2017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将常州市国资委持有的本公司170,845,236股股份（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30.43%）无偿划转给投资集团。 因上述股权变动系无偿划转，因此不涉及定

价及转让双方需支付价款的情形。 无偿划转完成后， 上述被划转的公司股份性质仍为国有

股，性质未发生变化。 上述无偿划转，不涉及本公司职工分流安置问题，产权划转完成后，公

司继续原来运营模式，员工将延续与公司的劳动关系。 上述无偿划转事宜，不涉及公司的债

权、债务以及对外担保事项等或有负债的转移和变更。 公司在基准日之前的债权、债务仍然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享有或承担。

股权划转前后股权结构图：

根据常州市人民政府文件（常政发【2006】62号），本公司与投资集团均属于常州市人民

政府授权常州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 因此，股权划转后，投资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常州市国资委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后续事项

1、报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2、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本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常柴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002779� � � � � � � � �证券简称：中坚科技 公告编号：2018-025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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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坚机电” ）关于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

押的文件。 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

（

股

）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中坚机电 是

11,400,000 2017/7/13 2018/8/15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分行

16.75%

合计

- 11,400,000 - - - 16.75%

注：上述股份原质押到期日与实际解除质押日有时间差异，是由于股份质押日与银行放款

日存在差异，导致还款日延后。 因此，股份质押到期日顺延。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

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

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6）。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中坚机电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68,042,700股， 占公司总股本132,000,

000股的51.55%。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中坚机电累计被质押的本公司股份数为37,560,000股，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数的55.20%，占公司总股本的28.45%。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2018-048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

1-7月经营情况简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2018年1-7月经营情况简

报》（公告编号：临2018-047）。经公司自查，该公告存在一处录入错误，现给予更正。具体更正

情况如下：

原公告内容：

二、地产业务情况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2.

合约销售面积

（

万

m2

）

1,604 15.1%

现更正为：

二、地产业务情况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2.

合约销售面积

（

万

m2

）

1,064 15.1%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由此对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71� � � � �证券简称：楚江新材 公告编号： 2018－094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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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7日披露了《安徽楚

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

或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江苏天鸟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90%股权。公

司股票自2018年6月7日开市时起停牌。

2018年6月14日披露的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编号：2018－

065）；2018年6月22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编号：2018－

066）；2018年6月29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编号：2018－

069）；2018年7月6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编

号：2018－072）；2018年7月13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编

号：2018－074）；2018年7月20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编

号：2018－075）；2018年7月27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编

号：2018－079）；2018年8月3日披露的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编

号：2018－08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8年8月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一般风险提示暨暂不复牌公告》（编号：2018－088）， 公司股票自2018年8月6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2018年8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编

号：2018－09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安徽楚江

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8】第 2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及《问询函》的有关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但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的交易相关事项与有关各方进行商讨、论证，并尽快就《问询函》中有关事项予

以回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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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8年8月1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

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186� � � �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18—046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被纳入国企改革

“双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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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 ）下发了《关于印发〈国企改

革“双百行动” 工作方案〉的通知》（国资发研究[2018]70号），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决定选取百余户中央企业子企业和百余户地方国有骨干企业 （以下简称 “双百企业” ），在

2018-2020年期间实施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被纳入本次国企

改革“双百企业”名单。

公司将按照国资委的总体部署与指导要求，认真学习领会国企改革“1+N” 系列文件和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工作方案》，结合本公司实际，指导本公司入选下属公司研究制订完善

“双百行动” 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明确具体改革目标、改革措施、责任分工等内容，制定工作计

划和目标，并履行相应申报、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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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17� 900913� � � �股票简称：国新能源 国新B股 编号：2018-041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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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

8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军提议召开并主持。应参加表决董

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

法有效。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 关于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持有的晋中市

中心城区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六家下属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产业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拟通过

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晋中市中心城区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88.67%股权、清徐县凯通天

然气有限公司70%股权、山西国际电力天然气有限公司100%股权、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35%股权、灵石县通义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41%股权、山西临县国新燃气有限公司51%股权。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将通过山西省产权交易市场履行公开挂牌转让程序出售上述六家公

司股权。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已聘请中介机构对前述六家公司进行评估，截至目前，评估工作正在

进行当中。待评估报告出具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转让上述六家公司股权的具体方案

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披露的《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挂牌转让部分下

属公司股权的公告》（2018-042）。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7日

股票代码：600617� 900913� � � �股票简称：国新能源 国新B股 编号：2018-042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挂牌转让部分下属公司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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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挂牌出售6家下属公司股权；

●本次拟进行的下属公司股权转让为公开挂牌转让的行为， 对上市公司本年度利润会有

一定影响，具体将根据实际成交情况测算，目前暂无法预估。

一、概述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产业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西天然气” ）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晋中市中心城区洁源天然气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晋中洁源” ）88.67%股权、清徐县凯通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徐凯

通” ）70%股权、山西国际电力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天然气” ）100%股权、临汾市

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汾城燃” ）35%股权、灵石县通义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灵石通义” ）41%股权、山西临县国新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县国新” ）51%股

权。 目前山西天然气已聘请中介机构对前述六家公司进行评估，截至目前，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当中。待评估报告出具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转让上述六家公司股权的具体方案并将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公开挂牌转让所涉及的子公司基本情况

1、晋中市中心城区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瑞斌

成立时间：2003年10月9日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太谷街161号

经营范围：天然气的开发利用、销售、管网建设及技术咨询。燃气设施的维护、保养、检修及

材料销售。 燃气具的销售、维修、安全管理。 经销：压缩天然气。

企业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2,602.81万元；净资产：5,163.38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13,639.31万元；净利润：317.43万元。

山西天然气持有晋中洁源88.67%股权。

2、清徐县凯通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侯荡

成立时间：2004年9月23日

住所：清徐县徐沟镇金川路锦绣苑小区8-005号

经营范围：天然气及煤层气开发、利用；天然气、加气站及管网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天

然气灶具、锅炉及相关仪器、仪表设备的批发零售业务；压缩天然气车辆油气转换装置的安装、

调试；压缩天然气技术开发及相关设备的销售；天然气输配供应、管道安装。

企业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53,342.74万元；净资产：4,521.04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22,682.21万元；净利润：358.11万元。

山西天然气持有清徐凯通70%股权。

3、山西国际电力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庚

成立时间：2008年9月27日

住所：太原市东缉虎营37号

经营范围：燃气经营：天然气的销售（仅限分公司使用）；对天然气管网投资、管理；天然气

技术研究；天然气灶具及相关仪器、仪表、设备的批发零售。

企业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9,588.92万元；净资产：2,464.66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4,678.31万元；净利润：-2,327.88万元。

山西天然气持有国电天然气100%股权。

4、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明辉

成立时间：2009年8月13日

住所：山西省临汾市唐尧大酒店4号别墅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加气站与管网的建设；天然

气技术开发、技术研究及咨询管理服务；燃气经营：天燃气；经销：天然气灶具、锅炉及相关仪

器、仪表设备、管材管件；天然气工程施工、工程设计与工程咨询；对外天然气管道及相关设备

的维护、抢修业务的服务管理；重型半挂牵引车辆租赁。

企业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4,244.86万元；净资产：9,889.94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23,722.60万元；净利润：-518.59万元。

山西天然气持有临汾城燃35%股权。

5、灵石县通义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程俊阳

成立时间：2011年8月3日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通宇办公大楼一层）

经营范围：天然气城市管网建设、经营管理，天然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储运、配送

与销售，天然气工程建设与工程咨询，天然气灶具、仪表及配件的经营销售与维修，天然气加气

站建设与运营。

企业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0,509.00万元；净资产：3,312.74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4,037.42万元；净利润：152.11万元。

山西天然气持有灵石通义41%股权。

6、山西临县国新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伟

成立时间：2010年8月17日

住所：临县临泉镇胜利坪村

经营范围：天然气、煤层气的管网建设及运营；燃气集中供热；天然气加气站建设与经营；

房屋出租。

企业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2,477.80万元；净资产：-3,609.79万元；

2017年度营业收入：2,457.03万元；净利润：-4,965.13万元。

山西天然气持有临县国新51%股权。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山西天然气将通过山西省产权交易市场履行公开挂牌转让程序出售上述六家公司股权，

交易对方暂不能确定，无法确定是否属于关联交易，最终成交价格、支付方式等协议主要内容

目前尚无法确定。

四、出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股权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产业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对上市公司本年度利

润会有一定影响，具体将根据实际成交情况测算，目前暂无法预估。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000685�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8-060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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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

称“分配方案” ）已获2018年6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8年6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

2.自公司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没有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

2.发放范围：

截止2018年8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以2017年末总股本1,475,111,35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20元

（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324,524,497.22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后，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

润余额为3,988,062,899.23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4.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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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派发现金

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实际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20元(含税)。

持股期限（指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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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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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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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号）的规定，按10%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10股

1.98元。

（3）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44元 （实际应补缴税率 20%）；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0.22�元，（实际应补缴税率 10%）；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18年8月23日

2.除 息 日：2018年8月24日

3.红利发放日：2018年8月24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18年8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本次派发的现金红利，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股东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12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975

上海复星高科技

（

集团

）

有限公司

3 DD*****242

工行信托

4 DD*****244

财贸工会

5 DD*****245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佛山办

6 DD*****246

佛山市宏创税务师事务所

7 DD*****247

财务发展

8 DD*****248

商业科研

9 DD*****249

佛山市城区华美设计工程公司

10 DD*****250

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新城营业部

11 DD*****252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消防局

12 DD*****255

广州南粤信托房地产公司

13 DD*****256

高明市百货企业集团

14 DD*****257

广东省高明市石油燃料企业集团

15 DD*****258

广东省三水市商业企业集团

16 DD*****259

中山威力集团公司

17 DD*****261

南海市大沥供销企业集团

18 DD*****264

佛山市冷冻厂购销部

19 DD*****267

佛山市被服厂

20 DD*****268

广东省海外经济贸易佛山石湾公司

21 DD*****271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服务部

22 DD*****274

广州市海珠区昌隆服装厂

23 DD*****275

广州卷烟二厂

24 DD*****276

佛山市生产资料企业集团

25 DD*****277

佛山金城大酒店

26 DD*****278

佛山市石油公司

27 DD*****279

佛山市商业日用品供应公司

28 DD*****281

佛山市第三中学

29 DD*****283

佛山市烟草公司

30 DD*****284

佛山市旅游经济发展公司

31 DD*****285

佛山梅寒尔气体有限公司

32 DD*****286

佛山市城区体育局

33 DD*****287

佛山市商业综合贸易公司怡和商贸易行

34 DD*****291

中山市千叶家用电器工业

（

集团

）

公司

35 DD*****293

常州市自行车三厂

36 DD*****294

顺德日顺鞋业有限公司

37 DD*****297

南海市联邦家私装饰有限公司

38 DD*****298

南海市罗格通风设备厂

39 DD*****301

佛山市建设委员会

40 DD*****302

佛山市华侨企业总公司

41 DD*****304

佛山市煤建公司

42 DD*****305

广东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第二分公司

43 DD*****307

佛山市人民检察院

44 DD*****309

佛山市金城饮食企业集团珠江大酒店

45 DD*****310

佛山市侨联装饰工程公司

46 DD*****311

佛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种子园

47 DD*****312

广东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

48 DD*****313

佛山市锐华发展总公司

49 DD*****314

南海市东村陶瓷总厂

50 DD*****315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51 DD*****317

佛山市城市建设局

52 DD*****318

广州市先进机械工具公司

53 DD*****319

广州广丰房产建设有限公司

54 DD*****320

佛山市劳士实业公司

55 DD*****321

佛山市新里程实业公司

56 DD*****322

佛山市统计局

57 DD*****324

佛山市华材职业高级中学

58 DD*****325

佛山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59 DD*****326

佛山市体育馆

60 DD*****327

佛山市物价局

61 DD*****328

佛山市石湾民政企业供销公司

62 DD*****329

佛山市总工会

63 DD*****330

佛山市幼儿园

64 DD*****331

高明市富湾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65 DD*****333

佛山市新发实业总公司无线寻呼公司

66 DD*****334

佛山市国营商业家电钟表公司

67 DD*****335

佛山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68 DD*****336

佛山市劳动服务公司

69 DD*****337

佛山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70 DD*****338

佛山市城区卫生防疫站

71 DD*****339

佛山市技术监督局

72 DD*****340

市商业局

73 DD*****341

佛山市环达实业总公司

74 DD*****342

佛山市公路局市区分局

75 DD*****344

交通大队

76 DD*****345

佛山市审计事务所

77 DD*****346

佛山市物价检查所

78 DD*****348

佛山市民政局

79 DD*****349

佛山市交通委员会

80 DD*****350

佛山市供水总公司

81 08*****552

珠海经济特区禅珠商业联营贸易公司

82 08*****296

汾西机器厂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83 00*****213

赵伟重

84 00*****742

陈池佳

85 00*****511

黄劲红

86 00*****682

叶宇平

87 00*****317

邓浩辉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人：吴锐玲、申瑾

3.联系电话：0760-89886813、0760-89889056

4.传 真：0760-88830011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