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16

经营范围：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纺织品、卫生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停车场

(库)经营,家政服务,会展服务,医疗器械、机电设备销售、安装及维修(以上两项限上门),计算机维修(限上门),环

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空气

净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及安装(限上门),空气净化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水质污染防治设备、水处

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照明设备、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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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1.0%

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9.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 8.1633%（含 8.1633%）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设有保留底价，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用于新建工厂，补充建设资金，加快业务布局。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 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对应资产评估结

果，并取得融资方有权批准机构同意，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6.8367%，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比例 45%，新增投资方持股比例 8.1633%，最终比例按实际新增注册资本调整。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次增资将公开引进 1家外部投资人，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后的评估值。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

让其持有的融资方部分股权（增资完成前持有的融资方 2.5444%股权），该股权转让项目目前在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已进行预披露。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8-06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富洲滨江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富洲滨江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 /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资产管理,物业管理,会展服务,日用百货的销售,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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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51%

拟新增注册资本：1040.82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增资人募集的增资款如果等于最低募集资金金额，由增资人全额归还上海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原先股东上海市申江两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东贷款本息；新股东在支付

增资款的同时贷款人民币 61314.79万元给增资人，由增资人全额偿还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上海市申

江两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东贷款本息。 综上两项，新股东支付给增资人合计不得少于

168192.79万元。 如果增资人实际募集资金金额高于最低募集资金金额，超募部分由增资人留存作为项目开

发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若出现以下情形，本项目终结：1、递交保证金和竞投文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不足 1 家时，增资活动终止。

2、当只征集到一家合格意向投资人，但意向投资人未与增资人及原股东就增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协

议》、《借款协议书》、公司治理结构、项目建设规划方案等）达成一致，增资活动终止。 3、增资人主动申请终

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0.82 万元，占增资人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51%，原股东所占股

权比例为 49%。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根据 2017年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地产集团出具的避

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其中所提及的“不确定因素”包括地块南侧许家厅小区居民矛盾以及地块西侧大连路

隧道保护方案两方面影响，目前尚无实质性进展，故仍无法满足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同时，上述地块原出让

合同约定项目不得晚于 2019年底竣工。

项目联系人：缪旺旺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6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8-05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依佩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依佩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 /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道路运输业 职工人数：28

经营范围：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

展品运输,结算运杂货,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服务,在上海海关关区内从事报关业务(凭许可

证经营),无船承运(凭许可证经营),燃料油(除危险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

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日用百货的销售,装卸服务,自有设备租赁,商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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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 ：不低于 586.514300�万人民币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45.0000�%

拟新增注册资本：409.090000�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1.433702元 /每一元注册资本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增资扩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现有业务的扩能及新市场的开拓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增资达成条件：增资条件满足，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股东签订《增资

协议》。2、增资终结条件：增资条件未满足，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股东未能签署《增资协议》，经增

资人书面通知交易所，本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5%；新进投资人持股比例 4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截止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存在以下主要租赁事项： 出租方：上海五

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承租方：上海依佩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租赁地址：光复路 757 号主楼 5 层 01-03 室及

副楼 701室；建筑面积（㎡）：262.90；租赁期：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房租标准：每月

按 30 天计算，租金 2.00 元 / 天 /㎡，设备运行费 0.50 元 / 天 /㎡，物业管理费 0.70/ 天 /㎡，月租金 25238.40

元人民币；房屋用途：办公。 出租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公司；承租方：上海依佩克国际运输有限公

司；租赁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 181 号 530 室；建筑面积（㎡）：95.54；租赁期：自 2019 年 2 月 25 日起至

2022年 2月 24 日止；房租标准：租金单价：3.9 元 /㎡/ 日，月租金 11333 元人民币；房屋用途：办公。 本次评

估假设上述场所到期后能够继续作为被评估单位的办公区域使用，未考虑未来不能续租对评估值的影响。

项目联系人：何培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5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7-19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25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 职工人数：310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

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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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5.2%；深圳峰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3.38%；PAGAC�Ⅱ-3（HK）

Limited�19.5%；国药控股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10.8%；上海沄想通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8%；

深圳市松禾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14%；上海溥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0%；河南睿

贤实业有限公司 3.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 500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根据战略发展目标，公司增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资本金并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等。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增资达成条件：①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②意向投资人符合募资金

额、比例等要求；③各方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并通过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审核批准。

2.增资终结条件：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价格依据本次公开挂牌形成的最终增资结果确定， 并据此计算各方持股比

例。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投资人须以货币形式出资，出资币种为人民币（包括跨境人民币）。 2.

意向投资人应在公告期结束且确认将以竞争性谈判方式对投资人进行择优后按照《择优方案》的规定向联

交所递交《投资确认书》和《竞投文件》。 意向投资人数量超过增资人拟引入的投资人数量或持股比例限制

的，或者增资人认为需要的其他情形，增资人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对投资人进行择优。 3.本次增资交易须经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相关监管机构审核批准。 增资人对意向投资人的资格审核并不代表其最终符

合新增股东资格。 4.�本次增资将公开引进 1家外部投资人。

项目联系人：王迪(央企四部)

联系方式： 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7-29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增资项目信息

关于农银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公告

根据农银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章程及股东决定，本公司聘任施卫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许金超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

上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规定完成登记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4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 2019-116

债券简称：18华夏 03� � � �债券代码：143693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19 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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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2019年 6月 19日

● 债券付息日：2019年 6月 20日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发行人” ）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发

行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以下简称 “本期债

券” ）将于 2019年 6月 20日开始支付自 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概览

1、债券名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8华夏 03（代码：143693）。

3、发行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4年期，附第 2 年末、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20亿元。

5、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323号。

6、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7.15%，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前 2 年固定不变，在存

续期的第 2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

期内前 2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存续期后 2年固定不变。 在存续期的第 3年末，如发行人

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第 3 年票面利率加调整

基点，在存续期后 1年固定不变。

9、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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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

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

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

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9年至 2022年每年的 6月 20日，若投资者于第

2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6 月 20 日；若

投资者于第 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6

月 20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11、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6 月 20 日，如投资者于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6 月 20 日；如投资者于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6 月 20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13、上市日期：2018年 6月 27日。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及中诚信证券评估有

限公司综合评定，均确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票面利率公

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 7.15%。 本次付息每手“18 华夏 03”（143693）面值

1,000元，派发利息为 71.50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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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18 华夏 03” 持

有人。

四、本次付息方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

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息资金划入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息服

务，后续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投资者开户的

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将利息款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

资金账户中。

五、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

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

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2、关于向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

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本次付息每手“18华夏 03”（143693）面

值 1,000元，派发利息为 71.50元（含税）。

3、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2018年 11月 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自 2018年 11月 7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

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

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六、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发行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号南银大厦 5层

联系人：王伟祥

联系电话：010-52282556

2、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22层

联系人：蒋昱辰、石衡、王艳艳、黄晨源、朱军、康培勇、蔡林峰、路瑶

联系电话：010-60838956

3、联席主承销商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6号光大大厦 16楼

联系人：杜雄飞、冯伟、洪渤、杨奔、赵妤、王磊、尚林哲

联系电话：010-56513142

（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座 38-45层

联系人：马国栋、周巍巍、董尧

电话：010-60840902

（3）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 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五层

联系人：李玲、邬欢、张哲源、刘倩、崔志净、何超信

联系电话：010-59013951

4、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总经理：聂燕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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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36004� � � �债券简称：14武控 02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债券“14 武控 02” 2019 年付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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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债权登记日：2019年 6月 21日

● 债券付息日：2019年 6月 24日

由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发行的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以下简称 “本期债

券” ）将于 2019年 6月 24日开始支付自 2018年 6月 24日至 2019年 6月 23日期间（以下简

称“本年度” ）的利息。 根据《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4�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为“14武控 02” ，代码为 136004。

3、发行主体：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3.5亿元。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年期品种。

6、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3.60%，采用单利按年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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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兑付一起支付。

7、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6年 6月 24日至 2021年 6月 23日。

8、起息日：2016年 6月 24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6 月 24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6 月 24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

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3、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6年 8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8年 6月 24日至 2019年 6月 2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按照《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14 武控 02” 的票面利率为 3.60%，每手“14 武控 02”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36.00 元（含

税）。

三、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9年 6月 21日

2、付息日：2019年 6月 24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的对象为截至债权登记日即 2019 年 6 月 2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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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

“14武控 02”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

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

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

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

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

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本期债券本次付息其他事宜

1、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

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构未

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

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征收，每手“14武控 02”（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28.80元（税后）。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

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14 武控 02”（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36.00元（含税）。

3、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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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 号）等规定，QFII 取得的

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的企业所得税。 本次付息每手“14武控 02” 面值 1,000元，实际派发

利息为 32.40元（税后）。根据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相关规定，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向QFII派发

本期债券税后利息，并将所得税款返还本公司，由本公司向税务部门缴纳。

为便于本公司缴纳上述税款，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2019 年 6 月 21 日）下午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时持有本期债券的 QFII 最晚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前（含当日），以专人送达或邮

寄的方式， 将本公告所附表格《“14武控 02” 付息事宜之 QFII 情况表》（请填写并加盖公

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QFII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一

并送交给本公司。 邮寄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263 号武汉控股大厦 1703 室；传真号码：

027-85725739。

本公司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 QFII�所得税。 如 QFII�未履行债券利息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导致发行人无法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

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武汉三镇实业控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发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思

联系人：张贞琳

联系电话：027-85725739

传真：027-85725739

邮政编码：430061

2、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何佳睿

联系电话：010-60833626

传真：020-60833504

邮政编码：100026

3、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4日

附表：“14武控 02” 付息事宜之QFII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2019 年 6 月 21

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人民币

元）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 箱：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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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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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武汉控股 106,435,454股股份转让

给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15%。 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6月 13日收到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

团” ）书面通知，水务集团于 2019年 6月 13日与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江环保” ）签署了《关于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

份转让协议” ），水务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武汉控股 106,435,454股股份转让给长江环保，占公

司总股本的 15%。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水务集团将持有武汉控股 285,100,54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0.18%，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股） 持股比例 持股（股） 持股比例

水务集团 391,536,000 55.18% 285,100,546 40.18%

长江环保 0 0 106,435,454 15.00%

合 计 391,536,000 55.18% 391,536,000 55.18%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黄思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170号

注册资本：127,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 2月 17日

主营业务：从事给排水行业的投资、建设、设计、施工、运营管理、测绘、物探、技术开发咨

询；给排水、节水、环保相关设备及物资的生产、销售和维修；水质监测；水表生产、销售及计量

检测；抄表营销代理服务；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管理；建筑装饰材料、建筑机械批发兼零售；信息

技术的研发和服务；住宿和餐饮（仅限持证分支机构经营）。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

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赵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号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 12月 13日

主营业务：原水、节水、给排水工程；城镇污水综合治理、污泥处置、排污整治、再生水利

用；管网工程、设备设施安装维护；工业废水处理；固废处理处置、危废处理、船舶污染物处置、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土壤修复；河道湖库水环境综合治理、水土流失与石漠化治理、黑臭水体

治理、村镇环境综合治理；引调水工程、河流源区及水源地保护与治理、河湖水系连通、生态防

护林工程、岸线保护与治理、湿地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修复、保护区及国家公园保护、消落带

生境修复、河口生境修复、海绵城市规划建设；长江流域珍稀、濒危、特有动植物生境恢复和保

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节能减排、环保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替代利

用、热电冷三联供；绿色节能建筑设计及建设、生态农业技术开发、生物制药技术研发及推广；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建设、管理；土地开发。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

经营）

三、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主体

股份转让方：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受让方：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二）协议转让的交易标的

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标的为水务集团持有的武汉控股 106,435,454 股股份 （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

（三）股份转让价款

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7.10元，合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755,691,723.40元。如前述每股转

让价格低于武汉控股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数平均值或

武汉控股 2018年度经审计后的每股净资产金额， 则每股转让价格为武汉控股股份转让信息

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数平均值与武汉控股 2018 年度经审计后的每

股净资产金额中的较高值。 自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份转让交割过户完成前，如

武汉控股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标的股份数量和转让价格亦将

依法作相应调整。

（四）支付安排

1、本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双方指定共管账户支付股份转让

价款的 30%（即人民币 226,707,517.02元）作为保证金；

2、若本次股份转让获得武汉市国资委审核批准，即日起受让方向双方共管账户支付的保

证金转为股份转让价款的一部分；自本协议生效且本次股份转让获得武汉市国资委审核批准

之日十五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剩余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五）协议生效

以下条件均完成后，本股份转让协议生效：

1、协议双方均已按照《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 36号）和各自章程完成有权机构关于本次股份转

让事宜的审批；

2、 取得武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决策机关对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批准文

件；

3、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影响。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

（三）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 3日内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对外披露。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的信息

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14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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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 25日，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收到了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9】SCP73 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要求及公司资金需求状况，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发行了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

简称 19连云港港 SCP001

债券代码 011901313 期限 270天

起息日 2019年 6月 12日 兑付日 2020年 3月 8日

计划发行总额 50,000.00万元 实际发行总额 50,000.00万元

发行利率 4.31% 发行价格 100元 /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1家 合规申购资金 65,000.00万元

最高申购价位 4.9% 最低申购价位 3.75%

有效申购家数 10家 有效申购资金 50,000.00万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19-055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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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来函告知，经主管部门批准，“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名

称已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更名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各项执业资格、服

务团队、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等均无变化，主体资格和法律关系不变。 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的各项业务、权利和义务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继

续承担，原有的业务关系及已签订的合同继续履行，服务承诺保持不变。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

所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9年 6 月 14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 689号 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 www.suaee.com）

股权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Q319SH1014904】 山西晋缘电力化学清洗中心有限公司 3%股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27355.00万元；注册资本：9800.00�万元；经营范围：电力设施的运行

维护、安装、调试、试验、检修、清洗、防污、检测、状态监测及以上项目的带电作业；电力供应：

配电业务、售电业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安装、监理、运营；电力设备及其配件、材料的

研发；电力设备及其配件、材料的销售与租赁；无人机的开发、销售；监控设备的施工设计、安

装、销售及维修；送变电工程的施工、安装；电网工程的设计；热力设备的检修与清洗；防腐、

保温工程；电力技术信息咨询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管理及充电服务；电动汽车

的销售、维修和保养；电力设备检验检测；电力设施检验检测；建筑材料检验检测；劳动防护

用品及工器具检验检测；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检测；建材（不含木材）、金属材料（除贵稀金

属）、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仪器仪表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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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13691580217/010-51915336

820.6500 2019-07-11

【Z318SH10G0131-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

司持有的即墨市鑫凯源印织有限公司单户债

权

总资产及净资产皆未提供；即墨市鑫凯源印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180.00�万元；经营范围：

服装辅料、塑料制品、针棉制品、服装、鞋帽、五金制品制造，纺线(�不含漂染 )，批发零售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品）、文体用品、办公用品；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以

许可证为准）；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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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文婷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78;13162515290

1728.0000 2019-06-19

【Q318SH1014878-4】 上海中昱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总资产：40554.22万元；净资产：28293.08万元；注册资本：5507.4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货物

与技术的进出口，实业投资，企业重组策划，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集成，机电设备及配件、金

属材料、制冷设备及配件、汽车配件、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劳防用品的

销售，家用电器的维修，小五金加工及其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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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房逸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33

22998.3961 2019-06-25

【Q318SH1014877-4】 上海上立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总资产：15363.61万元；净资产：12038.20万元；注册资本：2753.57�万元；经营范围：五金交

电、百货、机电产品、劳防用品、汽车配件、金属材料、木制品、制冷设备、建筑材料的销售，烟

酒、食品（限分支机构经营）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除经纪），制冷设备维修，园林绿化，保

洁服务，小五金加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企业重组策划，计算机软件

开发，网络集成。 【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项目联系人：房逸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33

9831.9434 2019-06-25

【G32019SH1000069】

焦作韩电发电有限公司 77%股权及转让方对

标的企业 48261.560327万元债权

总资产：36129.98万元；净资产：-24192.13万元；注册资本：19700.00�万元；经营范围：电力、

热力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相关副产品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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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13691580217/010-51915336

48261.5613 2019-07-09

【G32019SH1000152】

银河达华低碳产业（天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股权

总资产：36.89万元；净资产：-77.6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

投资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

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项目联系人：徐加明 联系方式：18701100998�010-51918838

510.0000 2019-07-09

【G32019SH1000098】 邢台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8%股权

总资产：37207.59万元；净资产：5125.06万元；注册资本：147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

发及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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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郑烨琳 联系方式：010-51915345

6970.1446 2019-07-08

【Z319SH10G0172】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邢台诚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8229.8554万元债权

本次转让的债权为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邢台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本金

27488.787805万元、债权利息 741.067595万元，合计 28229.8554万元。

项目联系人：郑烨琳 联系方式：010-51915345

28229.8554 2019-07-08

【G32019SH1000149】 湖北禾盛金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股权

总资产：104.07万元；净资产：86.85万元；注册资本：102.00�万元；经营范围：马铃薯及农业初

级产品的种植、销售，马铃薯新品种的研发,引进试验与推广，马铃薯新技术的研发，技术推

广，技术咨询，农业机械、肥料的销售；种子的生产、销售；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批零。 （依法

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吴楠 联系方式：010-51918742；13942637399

1.7370 2019-07-05

【G32018SH1000566-2】 上优机床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40%股权

总资产：5695.27万元；净资产：3476.44万元；注册资本：368.50�万元；经营范围：设计、生产三

轴以上联动的数控机床及精密数控加工用高速超硬刀具、配套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

关的技术服务。 以上产品及同类商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售

后服务。 数控机床及刀具的维修服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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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盛允笑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83

834.3500 2019-07-04

物权 /资产 /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19SH1000729】 龙泉市丰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 1555弄 8号 10层房产，规划用途：办公，建筑面积：340.65平方

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579.9000 2019-06-26

【GR2019SH1000728】 中国电子物资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安徽省合肥市城隍庙徽光阁二楼房产，规划用途：商业服务，建筑面积：91.2平方米，详见网

站公告信息

68.8500 2019-06-26

【GR2019SH1000726】

上海烟草集团杨浦烟草糖酒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杨浦区打虎山路 26号甲房产，规划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23.83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535.0000 2019-06-25

【GR2019SH1000727】

杨浦区双阳路 407号 203室房产，规划用途：住宅、商业，建筑面积：352.17平方米，详见网站

公告信息

927.0000 2019-06-25

租赁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19SH1000736】

上海中山物业有限公司部分房产租赁权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555号 110室（西）房屋 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店铺；租赁面积：

29.64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25.9668 2019-06-20

【GR2019SH1000735】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路 23号房屋 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店铺；租赁面积：51.8平方米，详

见网站公告信息

36.9000 2019-06-20

【GR2019SH1000734】

上海西部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房产租赁

权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双山路 27号 4室 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店铺；租赁面积：18.43平方米，

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8.1000 2019-06-20

【GR2019SH1000733】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双山路 35号 4室 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店铺；租赁面积：19.4平方米，详

见网站公告信息

8.6400 2019-06-19

【GR2019SH1000732】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延长西路 780弄 1号甲室 -2的 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店铺；租赁面积：

23.62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12.9600 2019-06-19

【GR2019SH1000731】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延长西路 780弄 1号甲室 -3的 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店铺；租赁面积：

24.93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13.6800 2019-06-19

【GR2019SH1000730】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延长西路 780弄 1号甲室 -1的 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店铺；租赁面积：

23.65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12.9600 2019-06-19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

将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137127.1098

万元减至人

民币

122520.8160

万元。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4日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