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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电信运营商4G用户大增

□

本报记者 董添

8月20日，中国电信披露2018年半

年报。 至此，三大电信运营商上半年业

绩均披露完毕。 报告期内，三家公司共

实现营业收入7339.34亿元，合计净利

润为817.53亿元。 其中，中国移动净利

润高达656亿元， 远超其他两家公司。

在提速降费、 基站覆盖率提升等因素

推动下， 三大运营商4G用户数量大幅

增长。

深化流量经营

上半年， 中国电信经营收入为

1930.29亿元，同比增长4.7%。 其中，服

务收入为1775.88亿元， 同比增长7%。

共实现净利润135.7亿元， 同比增长

8.1%。 移动用户数达2.82亿户，较去年

底净增3166万户。 有线宽带用户数达

1.41亿户，较去年底净增709万户。天翼

高清用户数为9830万户，较去年底净增

1254万户。

报告期内，中国电信面向中高端用

户推出一系列大流量套餐产品，与互联

网公司深度合作，面向年轻用户群推出

众多互联网卡产品，充分满足不同细分

市场需求。 上半年，移动和宽带规模增

长创历史新高，智能应用生态圈成为收

入增长生力军。

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居

前。 上半年， 中国移动实现营业收入

3918亿元，同比增长2.9%。 其中，通信服

务收入为3561亿元，同比增长5.5%。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656亿元，

同比增长4.7%。

中国联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491.05亿元，同比增长7.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5.83亿元，同比

增长231.8%。 报告期内，公司落实提速

降费，深化流量经营，以薄利多销促进多

赢。 上半年，公司手机上网流量单价同

比大幅下降；手机上网流量保持强劲增

长势头，手机用户月户均数据流量同比

增长2.2倍； 手机上网收入同比增长

25%，达到534亿元。

提速降费显成效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

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电信业务

收入累计完成6720亿元， 同比增长

4.1%， 移动通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8%。 截至6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

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5.1亿户。 移动互

联网累计流量同比增长199.6%。 其中，

通过手机上网的流量同比增长214.7%。

在提速降费、基站覆盖率整体提升等因

素促使下，三大运营商4G用户数量整体

大幅增长。

截至6月底， 中国联通4G用户总数

达到2.03亿户，净增2823万户，市场份额

同比提高近3个百分点。 4G用户占移动

出账用户比例超过67%，同比提高16个

百分点。

中国移动半年报显示， 公司移动

电话客户总数为9.06亿户， 净增1861

万户。 其中，4G客户6.8亿，净增2732

万个，4G客户渗透率达到74.7%。网络

建设方面， 上半年新增4G基站19万

个。 公司表示，坚持打造4G精品网络，

精准投入保障网络容量， 持续加强室

内深度覆盖、 城区连续覆盖和农村广

域覆盖， 覆盖水平和网络质量保持领

先优势。

半年报显示，中国电信4G用户数达

到2.17亿户， 比去年底净增3527万户，

4G用户占移动用户比达到77%，手机上

网总流量增长近四倍。 报告期内，中国

电信依托高、低频协同的优质全覆盖4G

网络，继续完善高铁、高密度商圈等重点

场景的深度覆盖；根据用户需求动态扩

容，4G基站数达到120万个，网络利用率

为36%。

大股东未及时降低股票质押率

天邦股份承认信息披露不准确

□

本报实习记者 陈一良

8月20日早间， 天邦股份回复了深交

所的《关注函》，并表示公司在披露降低

股票质押率事项时存在信息披露不准确，

不完整的情形。

《关注函》要求公司披露6月20日及

7月4日公告中强调 “张邦辉所持股票的

质押率有望在7月底前降至60%以内” 的

具体原因及依据，并说明该事项是否构成

承诺。

公司表示， 在两次公告中仅披露了

张邦辉通过王彦刚夫妇归还欠款来解除

其部分质押的股份， 降低其股份质押率

的事项， 未披露张邦辉为降低股票质押

率而拟采取的其他方法； 但仅通过王彦

刚夫妇归还欠款的方式不足以将控股股

东张邦辉的股份质押率降至60%以下。

因此， 公司及张邦辉在披露降低股票质

押率事项时存在信息披露不准确， 不完

整的情形。

公告表示，“张邦辉所持股票的质

押率有望在7月底前降至60%以内” 系

张邦辉基于当时情况作出的预判，未作

出确保此事项达成的意思。

因此，张邦辉未能按期将其股票质

押率降至60%以下，不属于违反承诺的

情形。

公司8月2日公告，截至公告披露日，

张邦辉质押所持公司股份余额为24704.5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86.09%，

占公司总股本的21.3%。

锆英砂价格看涨

□

本报记者 钟志敏

全球第一大锆英砂生产商Iluka公司

近日公告称，第四季度锆英砂参考价格上

调170美元/吨至1580美元/吨。 去年一季

度以来， 该公司锆英砂价格上调了47%。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5G时代来临，电子陶

瓷需求迎来高增长，锆英砂价格有望持续

上涨，相关公司受益。

海外巨头涨价

海外锆英砂生产商Tronox已于5月

份 宣 布 将 三 季 度 锆 英 砂 价 格 上 调

175-180美元/吨。

今年二季度以来， 由于需求相对疲

软，且锆产品价格高于海外市场，国内价

格持续走弱。 据亚洲金属网的数据，今年

4-8月， 国内锆系列产品的价格震荡下

行。 其中，锆英砂和氧氯化锆价格分别下

跌5.4%和10.8%。

百川资讯数据显示，截至8月20日，

文昌地区海南锆英砂报价为12250元/

吨；进口锆英砂价格方面，澳洲Iluka报

价为1440-1470美元/吨，Tronox澳洲

报价为1620-1640美元/吨。截至目前，

海外主流锆英砂价格仍然低于国内

市场。

华泰证券有色金属首席分析师李斌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海内外价差主要

由于国内市场报价频率高，提前反映了海

外企业的调价预期。 由于需求疲弱，国内

市场价格上涨动力不足。 此次Iluka公司

提价后，将修复海内外价差；若9月后需

求改善，国内锆价有望上涨。

增长空间大

从目前情况看，锆矿处于寡头垄断格

局， 且地域分布不均衡。 其中，Iluka、

Tronox和RBM为全球三家主要锆矿供

应商。 李斌指出，2019年澳洲东方锆业的

项目和Iluka的新矿可能投产，合计约6万

吨以上增量。 2018年-2020年，其他市场

的新增供应产能有限。

由于行业处于淡季，7-8月国内硅

酸锆、氧化锆等下游加工产品需求相对

疲软，陶瓷等下游订单不足，导致中游

开工减少；同时，部分产能高温检修。李

斌认为，中长期看，在陶瓷材料领域，锆

的可替代性较低；氧化锆陶瓷在手机背

板和指纹识别等部位较金属材料优势

明显。 随着电子产品的性能提升和5G

通信技术应用，锆下游需求具备长期发

展空间。

业内人士认为，锆英砂主要用于陶瓷

产业。随着5G时代来临，电子陶瓷需求迎

来高增长。 锆英砂价格看涨，相关公司有

望受益。

8月18日，东方锆业在互动平台上表

示，锆英砂价格持续攀升，公司控股的澳

大利亚伊梅治资源公司已获得全额资金

和额外项目资本投入； 在整体项目基础

上，2018年3月中旬开始施工，5月份开始

采矿， 预计2018年第四季度产出第一批

矿砂。

风华高科

三季报净利预增逾三倍

□

本报记者 董添

风华高科8月20日晚发布

2018年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共

实现营业收入20.81亿元，同比增

长41.3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4.14亿元， 同比增长

270.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3.82亿元，同比增长406.51%。

对于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表示，全球电子元器件供需

紧张局面仍然持续，尤其公司主

营产品片式电阻器、MLCC等持

续供不应求。 公司以紧抓市场发

展和争创广东省政府质量奖为契

机，坚持提质增效，持续推进“瘦

身强体” ，深入推进精益生产、对

标管理、品质管理等，进一步强化

企业管控， 公司产业技术水平稳

步提升， 产品结构及客户结构进

一步优化，经营效益同步增长。

公司预计2018年1-9月份共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7.6亿元-8亿元， 同比增长

316%-338%。

德邦股份

上半年净利增159.58%

□

本报实习记者 张兴旺

德邦股份8月20日晚间披

露半年报。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101.95亿元， 同比增长

1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3.07亿元，同比增长

159.58%。

德邦股份表示，持续推进战

略升级，优化产品结构。 其中，

快递业务增长迅速， 零担业务

稳步增长， 整车业务处于战略

调整期。

半年报显示， 德邦股份实现

快递件量1.74亿票， 同比增长

54.40%；快递收入为44.55亿元，

同比增长58.65%，高于快递行业

整体收入增速。 精准的大件快递

定位和优质的服务带来了高于同

行的品牌溢价。报告期内，快递业

务票均收入为25.68元，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

紫光发力存储产业链

□

本报记者 杨洁

近日， 紫光存储携8个系列

的存储产品首次亮相2018年国

际闪存峰会（FMS）。 紫光存储

CEO任奇伟表示，在自主研发加

国际合作的双轮驱动策略下，紫

光存储经过短短一年的发展，在

客户需求、 产品规划、 研发、验

证、 生产等各个方面逐步完善，

成功推出全线闪存产品。

紫光集团近年来着力布局存

储产业链关键环节。紫光存储是紫

光集团全资子公司，2017年8月注

册成立。紫光集团力图打造一条从

存储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

存储产品模组器件等环节的完整

存储产业链条。紫光存储推出全线

产品，标志着紫光集团的存储产业

链条基本完整搭建成型。

业内人士表示， 存储器属于

高投入、高风险、高壁垒领域，全

球存储市场主要被三星、海力士、

美光、 东芝、 西部数据等厂商瓜

分， 紫光未来的存储之路将充满

挑战。

恒立液压

上半年净利增186.65%

□

本报实习记者 张兴旺

恒立液压8月20日晚间披露

半年报。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

21.64亿元，同比增长59.2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63亿元，同比增长186.65%。

对于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恒立液压表示， 下游挖掘机等

重型装备销售持续强劲增长，

公司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产

品销售大幅增长。 其中，挖机油

缸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1.20%，

非标油缸产品收入同比增长

29.29%。 子公司液压科技、上海

立新和铸造分公司盈利能力大

幅提升。 其中，液压科技生产的

挖掘机用主控泵阀销量大幅增

长， 液压科技收入同比增长

220.30%。 受规模效应和产品结

构优化影响， 营业成本增长幅

度小于销售收入增长速度，产

品综合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增加

6.50个百分点。

富森美拟每10股派5元

□

本报记者 董添

富森美8月20日晚间披露

2018年半年报。 报告期内，公司

共实现营业收入7.43亿元， 同比

增长17.18%；共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为3.91亿元，同

比增长15.95%；基本每股收益为

0.89元/股。公司同时发布上半年

利润分配预案， 拟以4.45亿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5.00元（含税）。

此外， 公司预计2018年1-9

月份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5.5亿元-6.2亿元。 对于业

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经

营卖场面积变化， 预计与上年同

期相比收入增加约2300万元；租

金价格调整， 预计与上年同期相

比收入增加约2800万元；写字楼

销售， 预计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入

增加约7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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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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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8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0

日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

9:30

至

11:30

和

13:00

至

15:00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9

日

15:00

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

B

座

17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龙大伟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 代表股份

700,536,68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9082％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671,840,49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618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28,696,18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902％

。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代表股份

29,469,51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519％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773,32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617％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28,696,18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902％

。

3

、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

<

投资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0,376,1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1％

；反对

160,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09,0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54％

；反对

160,5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46％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

<

投资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0,376,1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1％

；反对

160,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09,0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54％

；反对

160,5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46％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徐扬、李静

3

、结论意见：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75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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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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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8/24 － 2018/8/27 201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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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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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00,46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2,100,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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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8/24 － 2018/8/27 201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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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徐恭藻、赵

钦霞、徐瑞泽、曹莉娟、王健、狄同伟、赵元海、丁琳、胡培峰、王文、于克青、于春丽、陈增跃、刘涛、

王京本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有关规定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一）、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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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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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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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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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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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并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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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存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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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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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2009年1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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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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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的规定，机构投资者(不含 QFII)及法人投资者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担的税款，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20元。

（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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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按照该通知规定，公司派

发现金红利时，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

（2）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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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2-58668898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