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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五期）（品种二）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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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发行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五期）（品种二）（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

2019年 7月 29日（因 2019年 7月 27日为休息日，付息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支付自 2018 年

10月 30日至 2019年 7月 26日期间利息和本期债券本金。 为保证还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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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券（第五期）（品种二）。

3、债券简称及代码：18中证 06（150804）。

4、债券期限、规模和利率：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5 亿元，期限为 270 天，票面利率

为 3.70%。

5、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证函[2017]

1246号”文件批准发行。

6、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

人名单。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8、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9 年 7 月 27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付息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9、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19 年 7 月 27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挂牌时间和地点：2018年 11月 9日于上交所挂牌。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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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12、信用评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1，本公司的主体

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3.70%，每手“18 中证 06”（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

为人民币 27.370元（含税），兑付本金为人民币 1,000元。 本次兑付的本金总额为人民币 15亿

元。 本次兑付对象为截止 2019年 7月 26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部“18中证 06” 公司债券持有人。

1、债权登记日：2019年 7月 26日

2、兑付停牌日：2019年 7月 29日

3、摘牌日：2019年 7月 29日

三、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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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18 中证 06” 债券利息划付

给相关的兑付兑息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兑

息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四、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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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的

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付息网点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

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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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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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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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网点。

2、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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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8]108

号）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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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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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发行人、主承销机构

1、发行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凯、韩博文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8214、010-60837363

邮政编码：100026

2、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海梅、郑云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号天圆祥泰大厦 15层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邮政编码：100029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18日

股票代码：600416� � �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19临 -040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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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588,027,281.24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案件均未开庭审理，暂不能判断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涉及诉讼累计金额：自 2019 年 7 月 4 日（公告编号：2019 临 -034）至本公告日

止， 公司累计诉讼金额为 588,027,281.24 元，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1.6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披露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 ）系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近期得知，国贸公司与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游供方）

及上海弘升纸业有限公司（下游需方）开展多笔纸浆贸易业务中，国贸公司的交易相对方涉

嫌合同诈骗。 目前，国贸公司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具体诉讼

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受理情况

案号 受理机构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由

诉 讼 金 额

（元）

目前进展情况

（2019） 湘

03 民初 131

号

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湘电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上海煦霖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上海

堃翔物流有限公

司、上海弘升纸业

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420,000,

000

尚未开庭

（2019） 湘

03 民初 135

号

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湘电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上海煦霖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信用证欺

诈纠纷

27,199,957.68 尚未开庭

（2019） 湘

03 民初 136

号

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湘电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上海煦霖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信用证欺

诈纠纷

22,678,423.04 尚未开庭

（2019） 湘

03 民初 137

号

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湘电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上海煦霖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信用证欺

诈纠纷

30,828,334.32 尚未开庭

（2019） 湘

03 民初 138

号

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湘电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上海煦霖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信用证欺

诈纠纷

27,320,563.2 尚未开庭

（2019） 湘

03 民初 139

号

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湘电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上海煦霖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信用证欺

诈纠纷

29,930,707.8 尚未开庭

（2019） 湘

03 民初 140

号

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湘电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上海煦霖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信用证欺

诈纠纷

30,069,295.2 尚未开庭

合计 588,027,281.24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案件序号 1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一：上海堃翔物流有限公司

被告二：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三：上海弘升纸业有限公司

（2）案件审理：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3）案件基本情况：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5 月，原告与被告 2 签订 12 份《产品购销合

同》，约定采购标的物纸浆共计 62,616.761吨，共计金额 369,770,070.1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

照合同约定已支付货款，被告 2以《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货权转移单》的形式，将存放

于被告 1仓库的货物转移给原告，并由被告 1、被告 2加盖公章进行确认交货；同日，原告与被

告 3 背靠背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将向被告 2 采购的纸浆卖给被告 3，共计纸浆 62,616.761

吨。

2018年 11月 27日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原告与被告 3 签订 5 份补充协议，因期货市场

价远低于合同均价，被告 3 应向原告交付相应纸浆作为押品进行补充，被告 3 按约向原告交

付纸浆 5,245.66吨。 另外，被告 3另行分 7批次向原告交付 18,562.745吨纸浆作为押品补充，

但双方没有签订补充协议，该批货物以上海弘升纸业有限公司货权转移单的形式进行交付并

有被告 3、被告 1以及原告方 3方盖章确认，以上补充纸浆押品共计 23,808.405吨。

2018 年 1 月 2 日以及 2019 年 1 月 3 日，原告与被告 1 签订两份《仓储保管合同》，约定

对上述纸浆进行保管、办理入库及出库以及发运等；2019 年 5 月 21 日，被告 1 对原告公司存

货清查进行盘点，存放货物共计 86,425.166吨，包括原告向被告 2采购的 62,616.761 吨和被告

3向原告交付的 23,808.405吨押品补充。

事后了解查明，被告 1 控股股东（60%股权）马立峰、被告 2 公司控股股东（75%股权）陈

力钧、被告 3 实际幕后控制人陈力钧串通，骗取原告货物共计 86,425.166 吨。 2019 年 5 月 25

日， 原告向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区分局控告上海堃翔物流有限公司合同诈骗案， 该局已受理；

2019年 5月 28日，收到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立案决定书，该局已对陈力钧等人合同诈骗案

立案；2019年 6月 25日，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因该局审查认为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

大队已对该案犯罪嫌疑人陈力钧、马立峰等人诈骗案立案侦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

被告 1、被告 2以及被告 3串通欺诈原告货物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约定，致使原

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4）诉讼请求：

①判令被告 1交付货物共计 86,524.166吨或支付 4.2亿货款；

②判令被告 2和被告 3对被告 1交付货物承担连带责任；

③判令被告 1、被告 2、被告 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案件序号 2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2）案件审理：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3）案件基本情况：2018� 年 12 月 17 日，原告与被告签署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

18XL-XD121705。双方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交付品牌为银星的木浆 5,396.817吨，合同总金额为

33,999,947.1元人民币。 原告依照合同约定于 2018年 12月 24日向第三人交通银行湘潭分行

申请开具了以被告为受益人的 180天国内信用证，价值为 27,199,957.68元人民币。

2019年 5月 23日，原告前往指定仓库提取货物时，发现仓库没有存放相应的货物。 原告

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向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报案，经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初步落实，被告从

未实际交付货物。 2019年 5月 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被告

的控股股东陈力钧因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 被告自始至终完全知晓货物根本无法交付，仍然

通过合同骗取了原告价值 27,199,957.68元的国内信用证，其主观恶意严重。被告的上述行为，

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

存在信用证欺诈。 且本案并不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条规定的信用证欺诈行为的例外情形。

（4）诉讼请求：

①请求终止支付原告向第三人开具以被告为受益人的信用证 （信用证号码：

DCP0433201800019）项下的款项 27,199,957.68元；

②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费用。

案件序号 3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2）案件审理：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3） 案件基本情况：2019�年 1月 19日， 原告与被告签署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为：

19XL-XD010302。双方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交付品牌为银星的木浆 5,062.148吨，合同总金额为

28,348,028.8元人民币。原告依照合同约定于 2019年 1月 28日向第三人交通银行湘潭分行申

请开具了以被告为受益人的 180天国内信用证，价值为 22,678,423.04元人民币。

2019年 5月 23日，原告前往指定仓库提取货物时，发现仓库没有存放相应的货物。 原告

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向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报案，经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初步落实，被告从

未实际交付货物。 2019年 5月 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被告

的控股股东陈力钧因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 被告自始至终完全知晓货物根本无法交付，仍然

通过合同骗取了原告价值 22,678,423.04元的国内信用证，其主观恶意严重。被告的上述行为，

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

存在信用证欺诈。 且本案并不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条规定的信用证欺诈行为的例外情形。

（4）诉讼请求：

①请求终止支付原告向第三人开具以被告为受益人的信用证 （信用证号码：

DCP0433201900001）项下的款项 22,678,423.04元；

②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费用。

案件序号 4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2）案件审理：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3）案件基本情况：2018� 年 12 月 17 日，原告与被告签署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

18XL-XD121706。双方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交付品牌为银星的木浆 6,116.733吨，合同总金额为

38,535,417.19元人民币。原告依照合同约定于 2018年 12月 24日向第三人交通银行湘潭分行

申请开具了以被告为受益人的 180 天国内信用证，价值为 30,828,334.32 元人民币，该信用证

于 2019年 6月 19日到期。

2019年 5月 23日，原告前往指定仓库提取货物时，发现仓库没有存放相应的货物。 原告

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向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报案，经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初步落实，被告从

未实际交付货物。 2019年 5月 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被告

的控股股东陈力钧因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 被告自始至终完全知晓货物根本无法交付，仍然

通过合同骗取了原告价值 30,828,334.32元的国内信用证，其主观恶意严重。被告的上述行为，

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

存在信用证欺诈。 且本案并不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条规定的信用证欺诈行为的例外情形。

（4）诉讼请求：

①请求终止支付原告向第三人开具以被告为受益人的信用证 （信用证号码：

DCP0433201800019）项下的款项 30,828,334.32元；

②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费用。

案件序号 5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2）案件审理：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3） 案件基本情况：2019 年 1 月 19 日， 原告与被告签署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为：

19XL-XD010301。 双方约定由被告向原告原告交付品牌为银星的木浆 6098.34 吨，合同总金

额为 34,150,704元人民币。 原告依照合同约定于 2019年 1月 28日向第三人交通银行湘潭分

行申请开具了以被告为受益人的 180天国内信用证，价值为 27,320,563.2元人民币。

2019年 5月 23日，原告前往指定仓库提取货物时，发现仓库没有存放相应的货物。 原告

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向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报案，经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初步落实，被告从

未实际交付货物。 2019年 5月 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被告

的控股股东陈力钧因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 被告自始至终完全知晓货物根本无法交付，仍然

通过合同骗取了原告价值 27,320,563.2元的国内信用证，其主观恶意严重。 被告的上述行为，

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

存在信用证欺诈。 且本案并不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条规定的信用证欺诈行为的例外情形。

（4）诉讼请求：

①请求终止支付原告向第三人开具以被告为受益人的信用证 （信用证号码：

DCP0433201900002）项下的款项 27,320,563.2元；

②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费用。

案件序号 6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2）案件审理：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3） 案件基本情况：2018年 12月 17日， 原告与被告签署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为：

XLXD20181217。 双方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交付品牌为银星的木浆 4,750.906 吨，合同总金额为

29,930,707.8元人民币。 原告依照合同约定于 2018年 12月 24日向第三人交通银行湘潭分行

申请开具了以被告为受益人的 180天国内信用证，价值为 29,930,707.8元人民币。

2019年 5月 23日，原告前往指定仓库提取货物时，发现仓库没有存放相应的货物。 原告

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向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报案，经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初步落实，被告从

未实际交付货物。 2019年 5月 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被告

的控股股东陈力钧因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 被告自始至终完全知晓货物根本无法交付，仍然

通过合同骗取了原告价值 29,930,707.8元的国内信用证，其主观恶意严重。 被告的上述行为，

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

存在信用证欺诈。 且本案并不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条规定的信用证欺诈行为的例外情形。

（4）诉讼请求：

①请求终止支付原告向第三人开具以被告为受益人的信用证 （信用证号码：

DCP0433201800022）项下的款项 29,930,707.8元；

②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费用。

案件序号 7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2）案件审理：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3） 案件基本情况：2018年 12月 18日， 原告与被告签署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为：

XLXD20181218。 双方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交付品牌为银星的木浆 4,772.904 吨，合同总金额为

30,069,295.2元人民币。 原告依照合同约定于 2018年 12月 24日向第三人交通银行湘潭分行

申请开具了以被告为受益人的 180天国内信用证，价值为 30,069,295.2元人民币。

2019年 5月 23日，原告前往指定仓库提取货物时，发现仓库没有存放相应的货物。 原告

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向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报案，经湘潭市岳塘区公安局初步落实，被告从

未实际交付货物。 2019年 5月 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被告

的控股股东陈力钧因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 被告自始至终完全知晓货物根本无法交付，仍然

通过合同骗取了原告价值 30,069,295.2元的国内信用证，其主观恶意严重。 被告的上述行为，

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

存在信用证欺诈。 且本案并不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条规定的信用证欺诈行为的例外情形。

（4）诉讼请求：

①请求终止支付原告向第三人开具以被告为受益人的信用证 （信用证号码：

DCP0433201800021）项下的款项 30,069,295.2元；

②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费用。

三、案件进展情况

现阶段，国贸公司已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但上述事情均未开庭，国贸公司将积极通过法

律手段合法维权。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上述诉讼事项均未开庭，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

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起诉状；

2、受理通知书；

3、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337� � � �证券简称：美克家居 编号：临 2019-072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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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因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对

《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和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 6月 27日、7月 16日在《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美克国际家居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 年 7 月 18 日，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并领取了乌鲁木齐

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登记事项如下：

1、公司注册资本由“1,775,052,736元人民币”变更为“1,770,912,736元人民币” 。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83� � �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2019-030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质押及续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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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接到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郑炳旭先生关于部分股份解质押及续质押的函告，郑炳旭先生所持有的 33,600,

000 股股权质押即将到期，已经向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 20,000,900 股，同时将剩余 13,599,100

股办理了续质押，质押登记日为 2019年 7月 18日，购回交易日为 2020年 7月 18日。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东郑炳旭先生原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郑炳旭先生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将其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3,600,000 股股票与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质押式回购交易。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郑炳旭 否 33,600,000

2018 年 7

月 18日

2019 年 7

月 18日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75.07%

用 于 公 司

骨 干 员 工

借款

合计 33,600,000 75.07%

详见公司于 2018年 7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6）。

二、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证券解

除数量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的比例

解除质押

原因

郑炳旭 否 20,000,900

2018 年 7

月 18日

2019 年 7

月 16日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44.69% 融资购回

合计 20,000,900 44.69%

三、股东部分股份续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郑炳旭 否 13,599,100

2019 年 7

月 18日

2020年 7 月

18日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0.38%

用于公司骨

干员工借款

合计 13,599,100 30.3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炳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4,75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本次

股份解质押后，郑炳旭先生累计被质押 13,599,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2%。

四、其他说明

1、郑炳旭先生所质押的公司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经持有的个人股份，该股份于

2015年 6月 1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9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30）。郑炳旭先生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自 2015年 6月解除限售至今未曾减持。

2、截至本公告之日，郑炳旭先生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公司

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解质押登记证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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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郑炳旭关于所持宏大爆破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续质押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683� � �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2019-031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HD-1 项目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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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研制的 HD-1 项目出口立项获得国家

有关部门批复同意。

目前公司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HD-1项目各项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601101� � � �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9-025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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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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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7/25 － 2019/7/26 2019/7/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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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19年 6月 6日的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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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199,998,272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27,999,67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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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7/25 － 2019/7/26 2019/7/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由本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外， 其他股东的红利由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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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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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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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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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在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9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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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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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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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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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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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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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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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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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71元。如相关股

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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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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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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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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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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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9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 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 2号

联系电话：010-69839412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631� � �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19-68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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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姚红鹏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因个人资金需求，姚红鹏先生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000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0.0598%。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股份来源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姚红鹏

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

大宗交易

2019年 7月

17日

7.81 400,000 0.0598%

合 计 - - - - 400,000 0.059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姚红鹏

合计持有股份 3,145,000 0.4701% 2,745,000 0.41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86,250 0.1175% 386,250 0.057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58,750 0.3526% 2,358,750 0.3526%

注：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及未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姚红鹏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如下：在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个

月后的 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 50%。

2、作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姚红鹏先生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姚红鹏先生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其他事项

1、本次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姚红鹏先生减持公司股份遵守了《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不存在违规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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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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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

励、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定于 2019年 7月 26日下午 15:00-17:30 参加由

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组织开展的 2019年新疆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全景财经（微信号：p5w2012），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6日（星期五）15:00至 17:30。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苏斌先生、财务总监范宝先生、董

事会秘书侯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3

2019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