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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日收到控股股东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宜昌交旅”）提交的《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其相关承诺》，2018 年 4 月 3 日公开披露了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

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司于 2018年 4月 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现将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基本情况 

1.预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控股股东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提议理由：基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情况和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结合公司目

前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股本规模，为促进上市公司发展、优化股本结构、增强股

票流动性、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资本公积金较为充足、

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提出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预案。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十股 0 1.50 10 

分配总额 以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85,126,223 股为基数，向全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7,768,933.45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转增 1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370,252,446 股。 

提示 
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

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E10406号审计报告。 

根据审计报告，2017 年末公司净资产为 2,124,264,750.78 元,

较 期 初 增 长 102.68%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为

2,004,732,404.89 元，较期初增长 115.57%，2017 年度公司实现利

润总额 155,780,757.83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0,829,371.48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103,737,085.09 元，扣减本年

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10,373,708.51 元，2017 年度母公司可供分配

利润为 93,363,376.58 元。 

2017 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282,882,806.41 元，扣减 2017 年

宣告分配并支付 2016 年度的股利 20,025,000 元，加上 2017 年度母

公司可供分配利润 93,363,376.58 元，2017 年末母公司累计可供分

配利润为 356,221,182.99 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中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金额未超过

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报告期内公司因实施非

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净资产增幅较大，转增比例未超过报告期末净资产

较之于期初净资产的增长率；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中现金分红金额占合

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25.06%，占 2017 年度母公司

可供分配利润的 29.74%，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 

本预案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是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



 

 

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和对投资者回报的情

况下提出的，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具有合法性、合规性。 

3.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是基于公司持续的盈

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在保证公司

利润分配后能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提出，兼顾了股东的即期

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与公司

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约为

6,700万元（未经审计）,占净利润比重超过 30%，主要为公司位于宜

昌市体育场路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上的建筑

物及其附着物被征收所获得的补偿款。 

二、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1.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51,626,223 股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

提议人宜昌交旅在此次非公开发行中获配 5,162,622 股。截至本公告

披露之日，宜昌交旅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由 47,604,636 股增加至

52,767,258 股，持股比例由 35.66%变为 28.50%。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国投”）、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高投”）、宜昌城市建



 

 

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城投”）与宜昌交旅同受

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宜昌市国资

委”）控制，为一致行动人，宜昌国投、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在此次

非公开发行中分别获配 5,162,622 股。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实

际控制人宜昌市国资委持有公司股份 68,255,124 股，持股比例为

36.87%。 

原直接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旅投”）持有公司股份 9,445,364 股，未参

与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持股比例由 7.08%减少至 5.10%，被动稀释

1.98%。2017 年 10月 19 日，鄂旅投与其全资子公司湖北省鄂旅投创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鄂旅投创投”）协议约定将其直接

持有的宜昌交运 9,445,364股以每股 17.63元的转让价格转让给鄂旅

投创投；2017 年 12 月 20 日，该国有股权协议转让事项获得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2018年 3 月 29 日，该股权划转已完

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鄂旅投不再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鄂旅投创投持有公司股份 9,445,364股，持股比例为 5.10%。   

除上述情形外，本预案预披露前 6 个月内，提议人、持股 5%以

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其他持股变动情况。 

2. 本预案预披露后 6 个月内（2018年 4 月 3日-2018年 10 月 3

日），持股 5%以上股东鄂旅投创投、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谢普乐有

减持计划。鄂旅投创投拟于 2018 年 4 月 5 日至 2018 年 10 月 5 日期

间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1,850,000股；谢普乐拟

于 2018年 7月 15日至 2018年 8月 1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不超过 67,000股。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情形外，本预案预披露后 6个月内，提议人、其他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减持计划，并将不减持计划作为承诺事

项予以遵守。 

三、相关风险提示 

1.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公司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投

资者持股比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预计公司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

指标将相应摊薄。 

2. 本预案预披露前 6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限售股解禁情形；本

预案预披露后 6个月内，公司不存在限售股的限售期届满的情形。公

司非公开发行对象中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慧认购的股份共计 30,975,735

股，将于本预案预披露满 6 个月之后的 2018 年 10 月 23 日（如遇非

交易日则顺延）解除限售。  

3.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四、其他说明 

1.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宜昌交旅提交的《关于 2017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其相关承诺》后，临时组

织半数以上董事进行讨论。董事江永、鲍希安、罗迈、陈剑屏、黄赤、

谢普乐同意该预案，承诺在董事会审议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时投赞成票。其中，陈剑屏、黄赤、谢普乐持有公

司股份，并承诺在股东大会审议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时投赞成票。  

2.提议人宜昌交旅承诺在股东大会审议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时投赞成票。 

3.在本预案预披露前，公司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内幕信息保密的相关规定，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对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关于内幕信息保密、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

义务，并且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备案登记。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