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第二期国家屯同公司企立債券 2014年付息公告

由国家屯同公司 (以下筒称“友行人")友行的 2012年第二期国家屯同公司

企立債券(以下筒称“本期債券"),友行人格子 2014年 11月 20日 升始支付 自2013

年 ■ 月 20日 至 2014年 H月 19日 期同的利息。力保江本次付息工作的順利逃

行,方便投資者及吋頷取利息,現格有美事宜公告如下 :

一、  本期債券概覧

1、 債券名称:2012第二期年国家屯同公司企立債券

2、 II券筒称及代偶: 品神一:12国同03,代偶 124063

品神三:12国同04,代碍 124064

友行人:国家屯回公司

友行忌額和期限:品神一人民市 50 4ZI元

品神二人民市50名 7El

債券友行批准机美及文号:本期債券立径国家友展和改革委員会友改財金

[2012]3487号 文件批准友行

債券形式:実名制氾敗式

債券利率:本期債券票面利率品神一カ 4.80%,品 神三カ 5.00%,在 核品紳

債券存銭期内固定不交

it息期限:本期債券品神一it息期限自2012年 H月 20日 至 2019年 H月

19日止; 品神三it息期限自2012年 ■月20日 至 2022年 H月 19日止。

付息日:本期債券品稗一付息日力 2012年至 2019年毎年的 H月 20日 ,本

期債券品神三付息日力 2012年至 2022年毎年的 11月 20日 (上述付息日如

遇法定市仮日,只Jl灰延至下一今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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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付息期:自付息日起的 20今工作日

H、  見付 日:本期債券品神一党付日力 2019年 H月 20日 ,本期債券品神三

見付日力 2022年 H月 20日 (上述見付 日如遇法定市仮 日,スJ順延至下一介

工作日)

12、  信用象男J:変大公国隊資信坪倍有限公司妹合澤定力 AAA級

13、  上市吋同和地点:本期債券品神一千 2013年 1月 4日 在上海iI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本期債券品稗二千 2013年 1月 4日在上海江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  本期債券本年度付息和党付情況

1、 本年度it息期限:2013年 H月 20日 至 2014年 H月 19日 ,逸期部分不男

it利息。

2、 利率:本期債券票面利率 (it息年利率)品科一カ 4.80%,品神三カ 5.00%。

3、 債杖登氾日:本期債券在上海IIE券交易所上市部分本年度的債枚登氾日力    '

2014年 ■月 19日 。裁至上述債券登氾日下午牧市后,本期債券投資者対托

管敗戸所氾載的債券余額享有本年度利息。

4、 付息吋同:(1)集中付息:自 2014年 ■月20日 起的20今工作日。

(2)常年付息:集中付息期同未頷取利息的投資者,在集中付息

期結束后的毎日菅立吋国内到原汰賄同点頷取利息。

三、  付息亦法 :

(一 )本期債券在全国銀行同債券市場交易流通部分的付息方法

托管在中央国債登氾箱算有限責任公司的債券,其付息資金由中央国債登氾

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剣付至債券持有人指定的銀行敗戸。債券付息日如遇法定市似

日,只J支J付資金的吋同相庄順延。債券持有人資金ツE丸J路径変更,庇在付息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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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新的資金江支J路径及吋通知中央国債登氾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因債券持有人資

金ツE剣路径変更未及吋通知中央国債登氾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而不能及吋牧到資

金的,友行人及中央国債登氾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不承担由此声生的任何損失。

(二 )本期債券在上海iI券交易所上市部分的付息亦法

1、 通述上海II券交易所賄妥本期債券井持有到債杖登氾日的投資者,利息

款通述中国江券登氾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銃逃入該投資者升声

的II券公司的登氾公司各付金敗戸中,再 由核iI券公司格利息款支J付至投資者在

該iIE券公司的資金敗戸中。

2、 炊友行市場殉要本期債券井持有到債杖登氾日的投資者,在原汰賄債券

的菅b12同 点亦理付息手銭フ具体手銭如下 :

A.如投資者己径在汰賄債券的iI券公司升立資金敗戸,只J利息款的支J付 じヒ

照上述第 1点的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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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咳机杓投資者公章)和税各登氾iIE(地税)隻印件(加蓋核机杓投資者公章)

以及径亦人身分iI隻印件 ;

(3)如投資者原汰賄同点己迂址、更名、合井或有其他変更情況,清根据

托管免II上注明的二須托管人名称或加蓋的公章,姿洵核二象托管人 .

四、美千本期債券企並債券利息所得税的征牧

(一 )美子向今人投資者征牧企立債券利息所得税的悦明



根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今人所得税法》和 《企立債券管理条例》等相美法規

和文件的規定,本期債券今人投資者度就其荻得的債券利息所得数幼企立債券利

息今人所得税。本期債券友行人己在 《2012年第二期国家屯同公司企並債券募

集沈明ギ》中対上述規定予以明碗悦明。

按照 《国家税分忌局美子加張企立債券利息今人所得税代ナロ代数工作的通

知》(国税函[2003]612号 )規定,本期債券利息今人所得税格統一由各党付机杓

負責代キロ代数井宣接向各党付机杓所在地的税分部門数付。清各見付机杓按照今

人所得税法的有美規定倣好代キロ代数今人所得税工作。如各党付机杓未履行上述

債券利息今人所得税的代十日代数叉努,由此声生的法律責任由各党付机杓自行承

担。

本期債券利息今人所得税的征数悦明如下 :

(1)幼税人:本期債券的今人投資者

(2)征税対象:本期債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接利息額的 20%征牧

(4)征税不市:今人投資者在付息同点頷取利息吋由付息同点一次性まロ

除

(5)代オロ代数叉勢人:負責本期債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同点

(6)本期債券利息税的征管部日:各付息同点所在地的税発部l]

(二 )美子向♯居民企立征牧企立債券利息所得税的悦明

対予持有“2012年第二期国家屯回公司企立債券"的合格境外机杓投資者等

ゴト居民企並 (其合叉同 《中学人民共和国企並所得税法》),根据 2008年 1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学人民共和国企並所得税法》及其実施条例、2009年 1月 1日

起施行的 《ヨト居民企立所得税源泉拍数管理哲行方法》(国税友[2009]3号 )以及

2009年 1月 23日 友布的 《美子中国居民企立向 QFII支付股息、短利、利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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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代数企立所得税有美同題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等規定,♯居民企立

取得的友行人本期債券利息庄当数幼 10%的企立所得税 ,中 国iIF_券登氾結算有限

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 10%的税率代オロ相美♯居民企立上述企並所得税 ,在 向

♯居民企立派友債券税后利息,格税款返込債券友行人 ,然后由債券友行人向当

地税各部門数幼。清裁至債杖登遭 日 (定叉兄上文)牧市后持有 “12国 同 03"

及 “12国 同 04"的 QFII等ヨト居民企立 ,在本期債券付息日起 7今工作国内,尽

快埼友行人咲系碗汰,井最晩千 2014年 12月 1日 前 (含 当日),以寺人送速或

由F寄的方式,格本公告所附表格 《“12国 同 03"付息事宜之 QFII情況表》/《“12

国同 04"付息事宜之 QFII情況表》(填写井加蓋公章 )、 iIE券敗戸十隻印件 (加

蓋公章 )、 QFII II券 投資並分許可iIE隻印件 (加孟公章 )等文件一井送交給友行

人的咲系人。

如ヨト居民企並未履行債券利息企立所得税的幼税或幼税申扱叉勢早致友行

人元法完成代拍代数,由此声生的法律責任由各♯居民企立 自行承担。

五、  友行人、主承硝商、托管人及各IIE券公司 :

1、 友行人:国家屯同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長安街 86号

法定代表人 :文J振亜

咲系人:称英閣

露美系屯も舌:010-63413186

由F政編碍 :100031

El!t, http:l I wwwsgcc.com.cn

2、 主承硝商:中国国隊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l]外大街 1号 国貿写字楼 2座 27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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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系人:徐現、弘航

朕系屯活3010-6505H66

由『1文の自石弓: 100004

3、 托管人 :

(1)中央国債登氾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夏共同内金融大街 10号

法定代表人:文J成相

咲系人:略晶、李振径

咲系屯活:010… 88170742、 010‐88170208

由「政編偶:100030

(2)中 国II券登氾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陥家嘴ホ路 166号 中国保隆大夏 3居

咲系人:徐瑛

朕系屯活:021-68870114

由『政編偶:200120

4、 其他負責付息和見付工作的II券公司

特此公告。



附表 :

“12国 同 03"付息事宜之 QFII等♯居民企立情況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地区)地址

国 (地区)男 J

付息債杖登通 日ll■ 市后持債張数

(弘 )

債券利息 (税前,人民市元 )

債券利息所得鹿幼税款 (人 民市

元 )

咲系人 :

咲系屯活 : 公司名称及釜章 :

倍真 : 填表日期 :



附表 :

“12国 同 04"付息事宜之 QFII等ヨト居民企立情況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地区)地址

国 (地区)男 J

付息債枚登氾 日牧市后持債張数

(張 )

債券利息 (税前,人民市元 )

債券利息所得庇幼税款 (人 民市

元 )

咲系人 :

咲系屯活 : 公司名称及釜章 :

倍真 : 填表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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