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本周
一，明阳智能发布了回归A股以
来的首个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公告显示，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
实 施 前 的 公 司 总 股 本
13.79722378 亿股为基数，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058 元，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约8002万元。

作为一家从美国纽交所回
归国内资本市场的高科技新能

源企业，目前明阳智能主要从事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
站投资运营及智能管理业务。

记者了解到，目前明阳智能
的主要收入来源为风机及配件
收入，主要客户为大型国企。早
前，明阳智能表示，今年明阳智
能计划新增项目融资9个，项目
融资款项主要用于风力发电场
建设、基地厂房建设等方面。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8元
明阳智能发布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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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助力民营、中小微企业资产配置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坚定贯彻

中央精神，积极践行普惠金融社
会责任，持续提升小微企业、民营
经济的支持服务力度与服务效
率。日前，中信银行广州分行普
惠金融助力企业资产配置峰会在
广州中信广场举行。广东省房地
产研究会执行会长韩世同、华南
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等嘉宾
应邀出席。中信银行广州分行普
惠金融部负责人与经营单位代
表，以及近百名小微型企业负责
人参加活动。

韩世同博士首先作题为《企
业购房对冲企业经营风险》主题

演讲。结合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
现状，详细讲解了企业配置房产
如何对冲经营风险。

孙不熟和大家一起探讨《广
州的城市价值》。孙不熟对比了
国内各大中小城市的城市价值，
提出企业的资产配置要和城市价
值相匹配。

大源按揭公司总经理郑大源
为大家带来了《小微企业资产配
置探讨》。他从小微企业配置
资产所产生的税费、转让流程、
贷款利息等方面展开，总结了
四类适合配置资产的小微企业
的特点。

随后，中信银行广州分行普
惠金融部产品负责人就中信银行
针对小微企业推出的普惠金融产
品做了详细介绍，为广大中小企
业置业提供产品支持。

据了解，中信银行普惠抵押
类产品体系，包含了房产抵押贷
与法人按揭贷款，金额最高可达
1000万元，其中住宅抵押率（按
揭率）最高可达七成，商用房抵
押率（按揭率）最高五成，期限
最长可达 10 年，利率在银行里
有很强竞争力。帮助中小微企
业及民营企业提高流动性与优
化企业资产配置。

通过在场各专家嘉宾介绍，
在场的各位小微企业主对企业
资产配置都有了一定了解和认
识。针对小微企业主对企业资
产配置的疑问，现场嘉宾进行了
一一回复。

今年以来，中信银行广州分
行着力丰富普惠金融特色产品体
系，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不断
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效率，为
广东省企业、民营经济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中信银行普惠金融
产品体系日趋完善，力求实现普
惠金融客户的全渗透，不断提升
市场覆盖面。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小、频、
急”等融资特点，目前中信银行已
推出系列拳头产品，包括有效解
决小微企业收到票据后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的“票据贷”；以中企
云链平台为依托、解决供应链上
游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问题的

“云链贷”；将红砖变金砖、让不动
产变成流动资金的“法人房抵
贷”、“法人按揭贷”；此外，还有针
对中标政府采购项目的小微企业
群体的“政府采购贷”；基于政府
专项风险补偿基金的“政府基金
贷”等。

梁展宏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信银行
广州分行坚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跟总
行发展规划导向，深入落实民营
企业座谈会精神，围绕广大小微
企业融资需求，创新渠道推动银
行对实体经济发展政策的落地，
多措并举，通过普惠个贷产品推
动广东区域实体经济，积极主动
解民难、排民忧、顺民意，解决好
金融联系服务民企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

2019 年以来，围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中信银

行广州分行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特
色产品优势，联合广东省内外商
投资企业协会、物流业协会等多
个专业协会深入到全省多个地
区、乡镇、街道成功举办百场“服
务民营经济，助力广东发展”座谈
会，累计数千位民营企业法人、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到场参会。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通过现
场解答、释疑民营企业贷款难、
贷款贵的问题，从个人信贷角度
给出多项融资贷款方案，用活
泼、接地气、互动访谈的方式让
与会民营企业经营者打破中小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办理时间长
的固有思维。

在持续开展的走进民营企业
的系列活动中，中信银行广州分
行通过重点介绍扶持民营企业的
金融服务措施和“个人经营贷”金
融产品的特点、优势，让民营企业
经营者对银行普惠个贷产品的产
品要素、申请渠道、贷款利率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一位从事布匹生意的客户
一直受困于银行贷款期限短、
审批流程长的问题，详细了解
客户需求后，中信银行广州分

行客户经理主动深入地向客户
介绍了个人经营贷的优势和特
点，并在一周之内完成贷款投
放，解决了客户短期急需资金
和长期融资的需求，得到了客
户的高度认可。

据了解，中信银行广州分行
根据民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短、
小、频、急”的资金需求特点，针对
珠三角地区民营经济活跃、覆盖
面广的区域特点和粤商民企的风
险偏好特点，推出了一系列普惠
个贷产品，优化了贷款额度、期限
（最长20年）、还款方式、定价，让

民营企业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我行
的普惠个贷服务。近年来，中信
银行广州分行通过创新金融产
品、改进金融服务，为近50万自雇
人士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金
融服务。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始终秉持
“以客为尊”、做有温度的银行的
经营理念，全心全意为民营企业
转型升级，为民营企业同呼吸、共
发展，驰援民营企业应对市场挑
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与广大客
户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梁展宏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坚定贯彻中央精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近日，
中山公用发布了年度分红派息方
案。以公司 2018 年末总股本
14.75111351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 1.39元现金，共计派
发利息约2.05亿元。

本次派发的现金红利，公司
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7

月12日（今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
股东资金账户。

记者了解到，今年4 月份中
山公用披露的2018年报显示，去
年中山公用实现营业总收入20.4
亿元，同比增长15.7%；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9亿

元，同比下降36.6%。
报告指出，公司去年增收不

增利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去年投
资收益同比降低 45.5%，继而直
接影响利润的增长。记者留意
到，上述所指投资收益的下滑，
主要与去年广发证券业绩表现
下滑有关。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上周
末，日丰股份发布了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 1.72079292亿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元。

记者了解到，作为中山第
23家A股上市企业，今年5月9
日日丰股份正式在深交所上
市。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继
2008 年大洋电机登陆A股后，

西区再次迎来A股上市企业。
日丰股份是一家国内知

名的电线电缆制造商，专注于
自主研发并专业制造橡套类
电线电缆的企业，主要从事电
气设备和特种装备配套电缆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早
前表示，从 2014 年谋划上市到
现在成功登陆 A 股，前后一共
历时5年时间。

每10股派1.2元
日丰股份发布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记者
近日从农业银行获悉，自2019年
7月11日起，农行信用卡境内消费
交易免费短信发送起点金额统一
调整为单笔人民币500元（含）。
客户若要掌握任意金额的交易动
态短信提醒，可通过关注银行微
信公众号或通过手机银行实现。

多年来，短信提醒消费一直
是银行卡账户常见的一种服务。
不过，随着近年移动金融快速发
展，如今不少银行正在有目的地
减少消费交易短信的发送。

记者留意到，在本次农业银
行宣布调整刷卡消费短信提示起
点金额前，平安银行自 5 月 1 日
起，针对未绑定微信的客户，提供
人民币500元及以上消费免费通
知；已绑定微信的客户，提供人民
币1000元及以上消费免费通知。

此外，招商银行信用卡取消
了交易金额300元以下的免费短
信提醒。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
银行免费提醒门槛为500元。

目前，为照顾部分不习惯使

用移动渠道的客户，目前各大国
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也配备了客
服热线电话。市民可以直接致电
热线电话，输入相关信息后，同样
可以实时查询自身的账户情况。

智能手机移动端操作成趋势

部分银行调整免费短信提醒门槛

每10股派发现金1.39元 中山公用发布年
度分红派息方案

手机银行、银行微信等终端正快速普及。 记者洪喜鹏 摄

我行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
至 7 月 19 日发行 2019 年第九
期和第十期储蓄国债（电 子
式），其中第九期储蓄国债（电
子式），期限为 3 年期，票面利
率为 4.00%；第十期储蓄国债

（电子式），期限为 5 年期，票
面利率为 4.27%。详情请咨询
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分行各营
业网点。

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分行
二O一九年七月五日

国债发行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