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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经2017年6月29日召开的本公司2016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决定，现将具体实施办法公告如下：

一、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671,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按每10股派发现金1.50元（含税）红利。
二、股权登记日及红利发放日
1、股权登记日：2017年8月16日
2、红利发放日：2017年8月17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17年8月16日在海南证华非上市公司股
权登记服务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办法
1、内部职工股：本公司按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

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 1.20 元；法人
股：本公司不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10
股1.50元；

2、法人股中的外资股和发起人股的现金红利由
本公司直接派发；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海南证华非
上市公司股权登记服务有限公司派发。

五、咨询办法
1、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0898-68536276
传 真：0898-68532506
2、海南证华非上市公司股权登记服务有限公司
电 话：0898-68583977
传 真：0898-68583910

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0日

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简称：双一科技，代码：300690）近日成功
登陆资本市场，该公司是一家集复合材
料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
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
涵盖大型非金属模具加工领域、风电领
域、工程和农用机械领域、游艇及船舶领
域、轨道交通及公共交通领域等。

公司主要产品为风电机舱罩类产品
（产品规格涵盖750KW-7MW级别）、大
型非金属模具、工程及农用机械设备覆
盖件、车辆碳纤维复合材料制品等，客户
覆盖风电新能源领域、工程与农用机械
领域、游艇与船舶领域、轨道交通与公共
交通领域、电动新能源汽车领域以及航
空航天领域。公司产品质量始终居于全
国同行业前列。

据招股说明书，经过多年的专业化经
营，公司已与 Vestas（丹麦维斯塔斯）、Sie-
mens（德国西门子）、Gamesa（西班牙歌美
飒）、中复连众、南车株州时代、大唐华创、
Caterpillar（美国卡特彼勒）等全球知名企业
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成为国内有
实力的复合材料制造商。截至本招股书签
署日，公司拥有60项国家专利，其中8项国
家发明专利，52项实用新型专利。

公司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
工业设计中心等一系列研发平台，自主
研发的双头船体模具、分体风力发电叶
片模具、全复合材料客车车身、热压罐成

型工艺、风电叶片根、汽车车身轻量化碳
纤维复合材料部件等高新技术产品，均
填补国内空白，并率先在国内形成了产
业化，被列为省级重点科技创新项目。

同时，公司已形成了生产一代、储备
一代、研制一代的自主创新体系，既有当
前MW级风电复合材料部件、大型非金
属精密模具等多个高新技术产品，又拥
有汽车车身轻量化碳纤维复合材料部
件、全复合材料客车车身等即将形成产
业化的储备产品，还有HP-RTM工艺的
汽车零部件等后续研发产品。

目前，公司与天津科技大学、中国科
学院化学所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今
后，公司将采取多种方式继续加强产学
研技术合作，加速创建院士工作站和博
士后工作站，并与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
和高等院校建立科技战略联盟，持续提
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经营业
绩、资产规模整体健康发展，成长性良
好。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机舱罩及大
型非金属模具产业化项目、复合材料应
用研发中心项目、年产十万件车辆用复
合材料制品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建
设。公司预计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25套叶片模具、10套游艇模具和1000套
风电机舱罩的生产能力，从而达到产业
化、规模化生产的目的，降低生产成本，
拓宽产业链条，提高企业竞争力。（文枫）

双一科技：
发力资本市场 实现稳健发展

杭州纵横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纵横通讯，股票代码：603602）10 日
成功登陆资本市场。该公司是一家通
信网络技术服务提供商，为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铁塔公司等业内
主要客户服务，针对大型公共设施、通
信基站、住宅和商业建筑、交通网络等
多种物理建筑及通信设施，提供移动通
信技术和无线互联技术的系统解决方
案和组网应用服务。

据招股说明书，经过多年的积累，纵
横通讯形成了完善的技术及管理支持平
台，具备包括基站安装工程服务、室内分
布系统技术服务、综合接入技术服务和
网络代维服务的全业务服务体系，通过
勘测、设计、项目实施、调试、开通验收、
维护抢修及升级改造等系统化、模块化、
产品化的服务，涵盖通信网络建设、维
护、升级的三大环节，深入参与我国网络
建设进程。

纵横通讯坚持自主创新，始终瞄准行
业前沿技术，积极将前沿技术运用于生产
经营中，不断进行技术和服务的升级，保
持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快速的产品
和技术更新。公司在移动通信2G、3G及
4G网络建设、维护等技术服务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纵横通讯是高新技
术企业，浙江省创新试点单位，具备通信
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甲级资质、通信网
络代维企业甲级资质（线路专业和基站专

业）、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和通
信建设工程企业安全生产合格证等专业
资质，发行人在掌握电信运营商各种制
式，熟悉各类通信设备，深刻理解无线、传
输、动力、网管等专业知识基础上提供通
信专业技术应用服务，提高通信网络建
设、维护及运营效率。公司紧跟通信行业
发展趋势，自成立以来持续为历代通信网
络提供技术服务，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
象，获得了客户的认同。

公司未来将继续服务于“下一代信
息网络产业”，积极参与“宽带中国”工
程，积极投身国家新一代信息设施、带
接入、新一代移动通信的建设，为“互联
网+”乃至物联网建设构建通信网络，不
断拓展和深化服务，不断拓展市场、提
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公司自成立以来，
承接了亚投行、北京首都机场、国家会
议中心、北京大学、杭州萧山机场、杭州
东站等多个国际性大型公共设施的网
络优化项目，并获得了电信运营商的认
可。

招股说明书显示，本次募集资金主
要用于通讯网络技术服务能力提升等项
目建设。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有助于扩展公司的业务区域和优化
公司的业务组合，增强公司现有服务能
力，从而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
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打下良好的基础。

（许松）

纵横通讯：
打造通信网络技术服务领先企业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8月9日晚间，
来自中国证监会网站消息，证监会核准了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宇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3家公司的首发申请。

据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招股说明书显示，该公司本次拟发行数
量不超过12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不
低于 20%。公司主要从事锦纶长丝、锦
纶坯布和锦纶成品面料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锦纶全产业链
生产企业。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年染色
8000万米高档差别化功能性锦纶面料扩
建项目、年后整理加工3450万米高档特
种功能性面料扩建项目、新型纤维与面
料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拟
发行数量不超过3000万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不超过25%。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化
学原料药及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按照业务类型可分为原料药及中间体的
非CMO业务和原料药及中间体的CMO
业务，产品主要包括抗高血压药物原料
药及中间体、抗哮喘药物原料药及中间
体、抗病毒药物中间体等。本次募集资
金将用于CMO业务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和偿
还银行贷款项目。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3000万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不低于25%。该公司专注于全
品类、多系列健身器材的开发、制造、销
售及品牌化运营，致力于打造兼具功能
性、科技感与安全性的各式健身器材，满
足消费者多样化的健身需求，塑造“值得
信赖的健身专家”的企业和品牌形象。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健身器材生产基地
升级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国内
营销网络升级项目、健身器材连锁零售
项目、国外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3家企业首发过会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申购代码 发行总数(万股) 网上发行(万股) 顶格申购需配市值(万股) 申购上限(万股) 发行价格 申购日期 中签号公布 中签缴款日期

603127 昭衍新药 732127 2050 750  7.00  0.70  12.51 08-15 周二 8月17日 8月17日

603181 皇马科技 732181 5000 2000 20 2  10.36 08-14 周一 8月16日 8月16日

603079 圣达生物 732079 2000 2000  20.00  2.00 15.09 08-11 周五 8月15日 8月15日

300696 爱乐达 300696 1725 1725  17.00  1.70 22.38 08-11 周五 8月15日 8月15日

603976 正川股份 732976 2700 1080 10 1 14.32 08-10 周四 8月14日 8月14日

300693 盛弘股份 300693 2281 912 9 0.9 14.42 08-10 周四 8月14日 8月14日

002891 中宠股份 002891 2500 1000 10 1 15.46 08-10 周四 8月14日 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