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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证券重要事项简报 

（2013 年 3 月 18 日-3 月 24 日） 

 

 

一、投资公告 

航天信息(600271)同意以货币资金 2000 万元对河北航天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河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 50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二、再融资 

华闻传媒(000793)获准发行中期票据 14 亿元。 

小商品城(600415)委托信托公司发行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信托产

品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综合年利率不超过 9%。 

湖北宜化(000422)同意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与兴

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融资租赁的议案，本次融资租赁金额

为 6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 5年,租赁保证金为 2800万元,租赁手续费

为 1320 万元。 

中国神华(601088)向神华新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调整

为 15 亿元，中国神华持股比例分别 60%。中国神华计划将 102,438

万元 A 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建设重庆神华万州电厂新建工程项

目。 

华域汽车(600741)拟与泰国易初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谢杰人先

生合资设立华域正大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地为泰国曼谷(具体地

址待定),注册资本为 2 亿泰铢,约合人民币 4,000 万元，华域汽车占

51%股份。华域汽车与江森自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美国江森自控

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合资组建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机械部件有限

公司(暂定名),注册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具体注册地址待定),合资年

限为 25 年.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华域汽车占 50%股

权。 

重庆啤酒(600132)及控股子公司以持有湖南国人公司债权及现

金方式共计认购湖南国人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7158 万元。 

山东黄金(600547)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3 亿元(含 33 亿元)的公

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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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益分派 

葛洲坝（600068）2012 年以期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5 元(含税)。 

航天信息(600271)2012 年以期末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送现

金红利 4.3 元(含税)。 

莱宝高科(002106)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实

施完毕,以 2013 年 3 月 19 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 

潍柴动力(000338)拟以 2012 年以期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30 元(含税)。 

小商品城(600415)拟以 2012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 元(含税)。 

中集集团(000039)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分派现金 2.30 元(含税)。 

中信国安(000839)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 1 元(含税)。 

三安光电(600703)拟以 2012 年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含税)。 

兖州煤业(600188)2012 年末期拟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3.6

元(含税)。 

中国神华(601088)2012 年末期拟以总股本 1988962 万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 9.6 元(含税)。 

华域汽车(600741)2012 年末期拟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3.7

元(含税)。 

重庆啤酒(600132)拟以 2012 年期末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分配

现金红利 2 元(含税)。 

海螺水泥(600585)2012 年末期拟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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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税)。 

铜陵有色(000630)2012 年末期拟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1

元(含税)。 

申能股份(600642)2012 年末期拟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1.2

元(含税)。 

杉杉股份(600884)2012 年末期拟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0.6

元(含税)。 

金风科技（002202）2012 年末期拟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0.55 元(含税)。 

中国联通(600050)2012 年末期拟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0.399 元(含税)。 

四、停牌公告 

露天煤业(002128)因重大事项公告,自 2013年03月20日起特停,

拟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公告相关事项并开市起复牌。 

西南证券(600369)因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停牌一日。 

五、担保、质押事项 

中航飞机(000768)同意为其全资子公司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7,000 万元银行贷款，担保期限为一年。 

新湖中宝(600208)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解

除原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支行的本公司股份

127,250,000 股。截至目前,新湖集团持有的新湖中宝股份中用于质押

的股份数为 3,120,438,558 股,占新湖中宝总股本的 49.86%。 

太平洋(601099)股东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股份

3460 万股予以质押。截至 2013 年 3 月 19 日,华信六合持有质押太平

洋股份数量占太平洋公司总股本的 7.64%。 

信达地产(600657)股东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79,000,000 股股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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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股本的 5.18%)已解除质押。截至 2013 年 3 月 20 日,正元投资

所持有信达地产 10,393,898股股份被司法冻结,占信达地产总股本的

0.68%。 

世茂股份(600823)第一大股东峰盈国际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9 日解除质押给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820 万

股。截至 2012 年 3 月 21 日,峰盈国际持有世茂股份总计为 55,800

万股(占世茂股份总股本比例为 47.67%),其中质押股份数为 45,780

万股(占世茂股份总股本比例为 39.11%)。 

葛洲坝（600068）2013 年为 14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额度 60 亿元,期限为 12 个月。对控股 99.14%的子公司中国葛洲坝

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股权信托的方

式融资 150,000 万元提供担保。 

首开股份(600376)为控股子公司首开中庚(福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30,6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三年。 

潍柴动力(000338)为全资子公司潍柴动力(香港)国际发展有限

公司向境外金融机构申请本金总额不超过等值 7.38亿欧元的贷款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华域汽车(600741)及其控股子公司,共同控制企业 2013 年度在

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含 2 亿元)的限额内依法为其所属企业提

供担保,且原则上应按照持股比例进行担保。 

铜陵有色(000630)拟为控股子公司句容市仙人桥矿业有限公司

向当地银行申请额度在 2000 万元内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拟为控股子公司金隆铜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额度在 3000

万美元内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除上述担保外,铜陵有色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在内的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与铜陵有色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之和为 12.49 亿元,占

铜陵有色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1.58%。 

杉杉股份(600884)2013 年度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总

额为 163,500 万元,有效期为一年。 

六、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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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000728)全资子公司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012 年购

买公司第二大股东国元信托产品 2.1 亿元。2013 年国元创新从国元

信托已购买信托产品 4.05 亿元，预计 2013 年与国元信托购买信托

产品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4.05 亿元。 

云南白药(000538)预计 2013 年与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

(属同一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合计总额为 1606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23%。 

航天信息(600271)预计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5 亿

元。 

焦作万方(000612)2013 年度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总金额预计 454264.2 万元(含税)。2012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总金额 440879.28 万元(含税)。 

小商品城(600415)为义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38 亿

元贷款承担相应连带保证责任。 

华域汽车(600741)预计 2013 年度与控股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8,075,000 万元。 

海螺水泥(600585)2013 年 3月 22日与芜湖三山海螺港务有限公

司签署《轻油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32,000 万元。 

七、股权变化 

佛山照明(000541)控股子公司完成广东佛照新光源科技有限公

司注销。 

北京城建(600266)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建环保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00%股权。 

华发股份(600325)子公司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吸收大连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新股东,华信信托对华发装饰增资 11 亿元,

增资完成后,华信信托持有华发装饰 46.82%股权,华发股份持有华发

装饰 53.18%股权。 

八、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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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江股份(600395)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通知，其所属矿井和

托管矿井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晚 22:00 时开始停产(建)整改。 

振华重工(600320)与墨西哥 APMTerminalsLazaroCardenas 公司

2013 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签订合同总价约为 1.2 亿美元的销售合同。 

江西铜业(600362)永平铜矿采矿场因一辆炸药现场混装车在洗

车时突然发生爆炸而停产整顿。本次爆炸事故没有对永平铜矿的生

产系统造成损坏。该矿年产铜精矿含铜约 1.5 万吨,约占江西铜业矿

产铜精矿含铜 7%。 

太平洋(601099)在云南省内新设十家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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