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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前 5 月利潤同比增長 8.7%
同期，國有企業營業總成本 229240.1 億元，同比增長
7.8%。中央企業 131003.2 億元，同比增長 6.4%；地方
國有企業 98236.9 億元，同比增長 9.9%。
1-5 月，國有企業利潤總額 13929.0 億元，同比增長
8.7%，其中中央企業 9565.8 億元，同比增長 9.2%；地
方國有企業 4363.2 億元，同比增長 7.6%。國有企業稅
後淨利潤 10280.8 億元，同比增長 9.3%，歸屬於母公
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6412.8 億元，其中中央企業 7120.6
億元，同比增長 10.7%，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
潤 4640.3 億元；地方國有企業 3160.2 億元，同比增長
6.2%，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1772.5 億元。

【香港商報訊】中
國財政部昨日公布，
今年頭 5 個月，全國
國有企業利潤總額達
到 1.39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8.7%。財政部指，國
有企業主要經濟指標，繼續保持增長態勢，但利潤增
速略有下降。石油、電力生產等行業利潤增長較快。
從國有企業主要經濟效益指標情況具體來看，1-5
月，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 237730.0 億元，同比增長
7.7% 。 其 中 ， 中 央 企 業 138026.3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6.3%；地方國有企業 99703.7 億元，同比增長 9.8%。

成本費用利潤率方面，國有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
6.2%，與上年同期相比沒有變動。中央企業 7.4%，增長
0.2 個百分點；地方國有企業 4.5%，下降 0.1 個百分點。

資產負債率降低
應交稅費方面，1-5 月，國有企業應交稅費 19043.1
億元，同比增長 1.2%。中央企業 13798.4 億元，同比增長
1.6%；地方國有企業 5244.7 億元，同比增長 0.1%。
5 月末，國有企業資產總額 1928640.9 億元，同比增
長 8.8%；負債總額 1243637.8 億元，同比增長 8.5%；
所有者權益合計 685003.1 億元，同比增長 9.3%。其

中 ， 中 央 企 業 資 產 總 額 829685.4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7.6%；負債總額 560231.8 億元，同比增長 7.3%；所有
者權益合計 269453.6 億元，同比增長 8.3%。地方國有
企業資產總額 1098955.5 億元，同比增長 9.6%；負債
總額 683406.0 億元，同比增長 9.4%；所有者權益合計
415549.5 億元，同比增長 10.0%。
5 月末，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 64.5%，降低 0.2 個百
分點。中央企業 67.5%，降低 0.2 個百分點；地方國有
企業 62.2%，降低 0.1 個百分點。
從主要行業盈利情況來看，1-5 月，石油、電力生
產等行業利潤增長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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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徐艷瓊報道：中國手機品牌
華為昨日在武漢舉行新品發布會，發布全新的 nova
5 系列手機，更重要的是首發了麒麟 810 芯片。麒麟
810 基於 7nm 工藝制程打造，這讓華為成為唯一一
家擁有兩顆 7nm 芯片的廠商，高通只有驍龍 855 和
蘋果只有 A12 是 7nm 制程。同時，華為也成為同時
擁有高中低三等芯片國內唯一產商。
麒麟 810 定位是一款中端芯片，也是 AI 智能芯
片，採用了全新自研華為達文西架構 NPU，AI 跑分
高達 32280 分，超過了高通驍龍 855（25428 分）和
驍龍 730（13908 分）。
麒麟 810 芯片搭載 2 個高性能大核（Cortex A76）
+6 個高能效小核組合（Cortex A55），CPU 主頻
2.27GHz，GPU 為 Mali-G52。性能方面比起目前高
通同定位的驍龍 730 只多不少，配合華為系統的優
化加持，預計體驗高於驍龍 730 機型。
另外，華為消費者業務手機產品線總裁何剛在會
上公布，今年華為全球發貨量已突破 1 億部，較去
年破億紀錄縮短了 49 天，平均每秒出貨逾 7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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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31 省份 5 月房地
產開發投資系數出爐，廣東、江
蘇、浙江三省前 5 月房地產投資額依
舊領跑，18 省份房地產投資增速跑
贏全國。不過，分析認為，目前各
線城市投資均已出現見頂跡象，預
計增速 2 季度開始逐季回落。

熱點區域因調控投資降溫
據中新經緯昨日報道，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前 5
月 廣 東 省 房 地 產 投 資 累 計 值 5277.18 億 元 ， 領 跑 全
國 ， 江 蘇 省 4927.49 億 元 緊 隨 其 後 。 浙 江 省 雖 以
3921.19 億元的投資額位列第三，但同廣東省、江蘇
省差距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從年度數據看，2014 年
至 2018 年，廣東、江蘇、浙江 3 省一直穩坐房地產投
資前三甲。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表示，對於粵
蘇浙此類省份來說，經濟實力較強，本身具有較好的

证券代码：600614 900907 证券简称：*ST 鹏起 *ST 鹏起 B 公告编号：临 2019-078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及诉讼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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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终结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48,044,578.93 元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本次诉讼的法院判决尚未执
行，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2019 年 3 月 22 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ST 鹏起”或“公
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33），公司因为原全资子公司广西鼎立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广西稀土”）提供担保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及诉讼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5），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收到广
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广西梧州中院”）《民事裁定书》
（[2019] 桂 04 民初 69 号）、《查封情况记录》，因上述案件，公司部分财
产被查封、冻结。
近日，公司收到广西梧州中院《民事判决书》（[2019] 桂 04 民初 69 号）（简
称“《民事判决书》”）, 关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以下简称“桂
林银行梧州分行”）诉广西稀土、*ST 鹏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西梧
州中院已审理终结并作出《民事判决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
被告：广西鼎立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案件事由：
原告作为贷款人与被告广西稀土作为借款人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订立编号
为 030040201601150《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借
款人民币 7,000 万元，借款期间为 2016 年 7 月 26 日至 2019 年 7 月 25 日；
合同约定借款人的还款计划为： 2017 年 7 月 25 日还款 200 万元、2018 年 1
月 25 日还款 1,000 万元、2018 年 7 月 25 日还款 1,700 万元、2019 年 1 月 25
日还款 2,000 万元、2019 年 7 月 25 日还款 2,100 万元；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
期内，借款人如发生涉及重大诉讼活动、没有按约履行还款付息义务等情形
出现时，属于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有权解除合同、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
借款人立即偿还本合同项下所有到期以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费用。
2016 年 7 月 26 日，原告与被告广西稀土在签订了文件编号尾号分别为
02、03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广西稀土提供自有的座落在岑溪市马路
镇荔王村、岭腰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为上述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同日，原告与被告 *ST 鹏起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 *ST 鹏
起为上述《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合同约定所担
保债权之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 7,000 万元整。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发放了贷款。截止目前，被告广西稀土未按约
履行还款付息义务，且被告广西稀土涉及重大诉讼活动，上述情形已构成违
约。根据《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约定，经原告计算 , 被告广西稀土应返还
所欠原告全部贷款本息、违约金共 48,044,578.93 元，其中本金 47,319,800.66
元，利息、罚息、违约金合计 724,778.27 元（暂计至 2019 年 1 月 29 日）。

投資實力。加之近兩年規劃力度很大，快速發展。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也指，各省份房地產投
資情況受城市經濟和容量影響，從全國看，經濟活躍區
域的房地產總量也高。這兩年熱點區域開始調控，且本
身規模已經很大，熱點區域房地產投資增速有所放緩。

18 省增速跑贏全國
數據顯示，2019 年前 5 月，海南省、青海省、寧夏
回族自治區和河北省等 4 省份房地產投資累計增長為
負；另有 9 省份房地產投資累計增長不超過 10%，11
省份房地產投資累計增長超過 10%但不超過 20%，7 省
份房地產投資累計增長超過 20%。
此前，國家統計局公布 5 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和
銷售情況顯示，2019 年 1-5 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
46075 億元，同比增長 11.2%。對比看，2019 年前 5 月
18 省份房地產投資增速跑贏全國。
嚴躍進指出，非熱點區域投資增速較高，和區域基
建有關。過去此類區域交通設施不發達，這兩年有所
跟進，相關城市基本面有較好改變。尤其是雲南等市
場，近兩年房屋銷售非常不錯，也會帶來資金較快回

二、诉讼判决情况
广西梧州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
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
第一款、第三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 解 除 原 告 桂 林 银 行 梧 州 分 行 与 被 告 广 西 稀 土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030040201601150《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2、被告广西稀土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桂林银行梧州
分行偿付借款本金 47,319,800.66 元、欠息（欠息计算：以 47,319,800.66 为
基数，按月利率 8.33‰计算，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计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
以及后续利息、违约金（后续利息、违约金的计算：以 47,319,800.66 为基数，
按年利率 24% 计算，自 2019 年 1 月 21 日起计至欠款还清时止）；
3、对上述债务的清偿，原告桂林银行梧州分行对被告广西稀土位于广西
岑溪市马路镇荔王村、岭腰村的使用权证为岑国用（2014）第 1293 号国有
土地使用权在 1,345 万元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对上述债务的清偿，原告桂林银行梧州分行对被告广西稀土位于广西
岑溪市马路镇荔王村、岭腰村的科研综合楼、职工食堂、2# 倒班楼、主车
间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为建字第 4504812014084 的在建工程在 1,185 万元
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被告 *ST 鹏起在 7,000 万元限额内对被告广西稀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6、驳回原告桂林银行梧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涉讼《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16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6 年度生产经营及
投资活动计划的资金需求，对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其中对广西稀土融资提
供担保额度为 10,000 万元，此议案并经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2016 年 5
月 19 日披露的《第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17）、《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25）。
四、关于公司为广西稀土新材料提供担保事项说明
2016 年 11 月 3 日，公司召开九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广西
鼎立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整体利益
和发展战略，将公司于 2014 年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广西稀土 100% 股权出售给
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控股”）。同时考虑到该公司
盈利能力较差，失去上市公司担保可能在短期内对其融资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为保障广西稀土资金结构及生产经营的稳定，经公司与受让方鼎立控股协商
一致，就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同意在广西稀土总额为 4,616.46 万元的银行
贷款到期之日前继续为该笔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上述议案并经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2016 年 11 月 22 日披露的
《第九届第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82）、《2016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9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成广西稀土 100% 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8800.00 万元，鼎立控股已支付公司转让价款 4488.00 万元，
余 4312.00 万元尚未支付。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的法院判决尚未执行，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高度重视本案，将根据本案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2 日
报备文件：《民事判决书》

籠，對房地產市場投資等具有較好意義。

專家：拐點已現
中泰證券資管撰文指出，乍看之下，今年以來房地
產開發數據很積極，但積極的數據背後，未必是企業
擴張的雄心壯志。該文援引中信證券房地產行業報告
觀點，由於越來越多的開發企業不願意囤積土地，降
低單塊土地的拿地規模，削減從拿地到開工的時間，
加大前期的建設投入，才使得土地市場並不景氣。
2019 年，開發投資仍然維持較高的增速。
恆大經濟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日前發表研報
指出，從全國來看，土地成交領先房地產投資 6-9 個
月，2018 年拿地高峰進入開工、施工期，推動目前投
資走強。任澤平認為，目前各線城市投資均已出現見
頂跡象。2018 年 5 月以來，300 城宅地成交建面累計
增速達到 32%的高點後持續回落，2019 年 5 月降至
5%。從領先指標來看，拿地見頂回落已經一年，決定
了當下就是投資拐點。
天風宏觀團隊研報稱，綜合對建安投資和土地購置
費的判斷，預計房地產開發投資全年增速
5.9%-7.6%，均值 6.8%。節奏上，預計 2 季度開始逐
季回落，下半年加速回落，主要拖累因素是土地購置
費增速的加速下滑。如果後續相關政策再度實質性收
緊，全年房地產投資增速大概率回落至 6%以下，明
年增速也將進一步下滑。
Stock Abbreviation: Yue Dian Li A Yue Dian L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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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of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for 2018

The Company and its directors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 cont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real, accurate, complete and free from any false record,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 or material omissions.English translation for reference only. Should
there be any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The interest distribution plan of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for 2018 was examined and adopted at
2017 Annu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held on May 21, 2019. The matters
regarding interest distribution are hereby announced as follows:
I. Interest distribution plan
The interest distribution plan of the Company for 2018: The Company is to pay RMB
0.6 (including tax) to all shareholders for every 10 shares with its existing total share
capital, i.e., 5,250,283,986 shares, as the base. After tax deduction, RMB 0.54 is
to be paid to QFIIs, RQFIIs and individuals and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s holding
restricted shares generated from share holding structure reform or IPO. Different tax
rates apply to the dividends to be paid to the individuals and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s holding shares not restricted by share holding structure reform or IPO and nonrestricted negotiable shares. RMB 0.6 is to be paid for every 10 shares first. After the
interest registration date, tax shall be paid retroactively according to investors’ stock
sale and their actual shareholding term (Note A). After tax reduction, RMB 0.54 is to
be paid to non-resident enterprises holding B shares for every 10 shares. Different
tax rates apply to dividends for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within China. RMB 0.6 is to
be paid for every 10 shares first. After the interest registration date, tax shall be paid
retroactively according to investors’ stock sale and their actual shareholding term.
[Note A: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irst in first out”, the shareholding term is
calculated for each investor’s stock account. If the shareholding term is within 1
months (including 1 month), tax of RMB 0.12 is to be paid retroactively for every 10
shares. If the shareholding term is more than 1 month but less than 1 year (including
1 year), tax of RMB 0.06 is to be paid retroactively for every 10 shares. If the
shareholding term exceeds 1 year, No tax is to be paid retroactively].
Special note: As the Company is a sino-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 overseas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can be temporarily exempted from paying dividend income
tax.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nd the
resolutions of 2018 annu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the dividends for B shares
shall be paid in HKD at the selling rate of HKD to RMB (1:0.8791) quoted by the local
bank where the Company opened its accounts on the third working day after 2018
annu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i.e., May 24, 2019). After the
interest distribution, tax from B shareholders will be pai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ate
of HKD to RMB (1:0.8791).gp
II. Stock right registration day and ex-dividend day
1. Stock right registration day for A shares is June 28, 2019; Ex-dividend date: July 1,
2019.

【香港商報訊】美
國 蘋 果 公 司 、 Keurig
Dr Pepper、 Dollar
Tree 三間公司加入反
對美國政府向中國輸
美商品加徵關稅的行
列。蘋果公司日前致
信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說，如果美國政府對 3000
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將影響到該公司主
要產品，不僅會減少蘋果對美國經濟的貢獻，還會
削弱其全球競爭力，減少該公司對美國財政部的貢
獻，同時重申 2018 年做出的未來五年向美國經濟直
接貢獻逾 3500 億美元的承諾，強調美國加稅將導致
競爭環境有利對手。
Keurig Dr Pepper 亦指，美國售出的所有咖啡機
中，約有 88%是從中國進口的。加稅直接影響製造
企業和喝咖啡的美國消費者。零售商 Dollar Tree 亦
指，加稅將對中低收入美國家庭產生明顯且負面的
影響，關稅亦會對聖誕節銷售構成沉重打擊。
另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表示，根據中
美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兩國經貿談判的牽頭人，
即副總理劉鶴、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及美國財長
姆欽，在大阪峰會前要有一個溝通，但目前沒有進
一步情況。

2. Last trading day for B shares: June 28, 2019; Stock right registration day for B
shares : July 3, 2019;Ex-dividend date: July 1, 2019.
III. Objects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The shareholders holding A shares of the Company registered with China Securities
Registration & Settlement Co., Ltd. Shenzhen Branch after the closing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in the afternoon of June 28, 2019. The shareholders holding B shares
of the Company registered with China Securities Registration & Settlement Co., Ltd.
Shenzhen Branch after the closing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in the afternoon of
July 3, 2019 (The last trading day is June 28, 2019).
IV. Interest distribution method
1. The dividends for shareholders holding A shares that the Company entrusts
Shenzhen Branch of China Settlement Co., Ltd. to pay on its behalf will be directly
transferred into their capital accounts through trusted securities companies (or other
trusted organs) on July 1, 2019. The dividends for the shareholders holding B shares
that the Company entrusts Shenzhen Branch of China Settlement Co., Ltd. to pay
on its behalf will be directly transferred into their capital accounts through trusted
securities companies or trusted banks on July 3, 2019. If a shareholder holding B
shares settles the procedure of trust transfer for Yue Dian Li B shares on July 3, 2019,
the dividends for him will still be received at original trusted securities company or
trusted bank.
2. The dividends for the following shareholders holding A shares shall be paid by the
Company itself:
No.
1
2
3

Shareholder account
08*****884
08*****260
08*****180

Name of shareholder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During the interest distribution filling date(filling date: June 20,2019 to Stock right
registration day: June 28,2019), if the shares in the above shareholders bond
accounts been reduced, that across China Securities Registration & Settlement Co.,
Ltd. Shenzhen Branch has not enough dividends to pay, Our company will bear the
legal liability at all.
V. Notes to other matters
If a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holding B shares is a resident enterprise and
satisfies the conditions of tax preference but income tax is withheld for the dividends
for the shares held by it, he shall contact the Company and provide corresponding
certification materials before July 15, 2019. After confirmation of no errors, the
Company shall assist competent tax authorities in applying for tax refund in respec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ax levied and tax payable for this dividend distribution and
refunding the tax withheld.
Please understand the inconvenience thus brought to relevant investors.
VII. Consultative body
Consultative Address: 36/F, South Tower, Yudean Plaza, Tianhe Road East,
Guangzhou
Consulting personnel: Qin Xiao
Consultation telephone:（020）87570251
Fax：（020）85138084
This announcement is hereby mad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June 22,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