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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斌先生 、徐三善先生 、赵经纬先生及李兴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一、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暨未
来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4），董事、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顾
斌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徐三善先生，董事赵经纬先生，监事李兴华先生（已换届离
职） 计划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合计减持不超过 3,119,48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5689%），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合计
减持不超过 3,311,48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6039%）。 2020 年 2 月 21 日，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
告。

截止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述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公司根据董事、副总经理
及财务负责人顾斌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徐三善先生，董事赵经纬先生及监事李兴
华先生出具的《股份变动情况告知函》获悉，顾斌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142,000 股，赵经纬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14,400 股，李兴华先生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180,000，徐三善先生未减持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占当时
总股本比例

顾斌 竞价交易 2019/12/16 19.13 57,000 0.0104%
顾斌 竞价交易 2019/12/17 19.54 8,000 0.0015%
顾斌 竞价交易 2019/12/18 19.18 5,000 0.0009%
顾斌 竞价交易 2019/12/30 21.03 20,000 0.0036%
顾斌 竞价交易 2020/01/08 23.18 22,000 0.0040%
顾斌 竞价交易 2020/01/09 24.43 10,000 0.0018%
顾斌 竞价交易 2020/02/06 30.65 20,000 0.0036%
李兴华 竞价交易 2019/12/24 20.46 180,000 0.0328%
赵经纬 竞价交易 2020/03/03 26.55 14,400 0.0026%
2、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计划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结束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比 股数（股） 占比

顾斌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79,200 0.2333% 1,137,200 0.2074%

徐三善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4,800 0.2179% 1,194,800 0.2179%

赵经纬 无限售条件股份 490,240 0.0894% 475,840 0.0868%

李兴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81,712 1.8751% 10,101,712 1.8423%

3、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

披露，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2）本次减持计划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减持行为，减持股东不属于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股东未来减持计划
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收到董事、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顾斌先生，董事、副

总经理徐三善先生，董事赵经纬先生的通知，上述人员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部分股份，计划于本公告日（2020 年 5 月 21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合计减持不超过 652,16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1189%），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1、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持股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顾 斌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1,137,200 0.2074%
徐三善 董事、副总经理 1,194,800 0.2179%
赵经纬 董事 475,840 0.0868%
合计 - 2,807,840 0.5121%
2、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本次减持计划系前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个人自身资金

需求所作出的，公司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发展前景持续坚定看好。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因股权激励计划获取的股份

及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
（4）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即 2020 年 5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进行；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进行。

（5）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姓名 拟减持股份数

不超过（股）
拟减持股份比例

不超过 备注

顾斌 245,300 0.0447%
每年的可减持股份数不超过
本人当年期初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

徐三善 298,700 0.0545%
赵经纬 108,160 0.0197%
合计 652,160 0.1189%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上
述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3、承诺及履行情况
（1）顾斌先生、徐三善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中所作出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承诺
如下：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
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应做相应调整），如超过上述期限其拟减持公
司股份的，其承诺将依法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办理。 其所持公司股份自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其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
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发生除
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应做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其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其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
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上述相关承诺事项。
4、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 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在按照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期间，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减持计划
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顾斌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徐三善先生，董

事赵经纬先生及监事李兴华先生《股份变动情况告知函》。
2、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顾斌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徐三善先生，董

事赵经纬先生《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 9:

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一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7、股东在本次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9 人，代表股份 91,162,44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75.96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71,434,3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59.52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 19,728,141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16.44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代表股份 6,031,44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5.026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46,3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5,985,14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876％。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
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具体情况

如下：
1、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91,159,841 99.9971% 2,600 0.0029% 0 0%

2、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91,159,841 99.9971% 2,600 0.0029% 0 0%

3、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91,159,841 99.9971% 2,600 0.0029% 0 0%

4、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91,159,841 99.9971% 2,600 0.0029% 0 0%

5、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91,159,841 99.9971% 2,600 0.0029% 0 0%
中小股东 6,028,841 99.9569% 2,600 0.0431% 0 0%

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包括股东的委托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91,159,841 99.9971% 2,600 0.0029% 0 0%

中小股东 6,028,841 99.9569% 2,600 0.0431% 0 0%

7、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91,157,741 99.9948% 4,700 0.0052% 0 0%

中小股东 6,026,741 99.9221% 4,700 0.0779% 0 0%

8、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91,159,841 99.9971% 2,600 0.0029% 0 0%

中小股东 6,028,841 99.9569% 2,600 0.0431% 0 0%

9、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91,159,841 99.9971% 2,600 0.0029% 0 0%

10、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91,153,741 99.9905% 8,700 0.0095% 0 0%

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包括股东的委托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1、审议并通过《202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29,791,741 99.9708% 2600 0.0087% 6100 0.0205%
中小股东 6,022,741 99.8558% 2600 0.0431% 6100 0.1011%

本议案关联股东佛山市兆峰投资有限公司、永新县吉顺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龙少宏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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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暨未来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 [2020]A0291 号
致：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从业办
法》”）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所指派律师出席贵
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会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
性进行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从业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 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

会召集。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
cn）、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
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
联系人等事项， 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
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富

安工业区连安路 3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李一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15:00。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
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 授权委托书、 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

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
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合计 29 人， 代表股份 91,162,441 股， 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75.9687%。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 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

全部议案。 本次会议经审议，依照《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通过了如下
议案：

1．表决通过了《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1,159,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表决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1,159,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表决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表决结果：同意 91,159,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表决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1,159,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表决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91,159,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1,159,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1,157,7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

反对 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1,159,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9．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1,159,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0．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1,153,7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1．表决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791,7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8%；

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6,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 其中关联股东佛山市兆峰投资有限公司、永
新县吉顺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龙少宏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
议表决票当场清点， 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
布。 其中， 贵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
果。

经查验，前述第 1-4 项、第 6-9 项以及第 11 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前述第 5 项、第 10 项议案经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赵 耀
李天奇

2020 年 5 月 2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经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
内容为： 公司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
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25 元（含税）；不转增，不送股。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一致，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时间未超两个月。

二、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总股本为 1,439,786,060 股；其中，公司通过股票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共计 21,779,095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
的权利。 公司以扣除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后的最新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并披露分
派方案。

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总股本为 1,439,786,060 股，扣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21,779,095 股公司股票， 按 1,418,006,96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公司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25 元（含税；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3.825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不转增，不送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就本次分
红派息所涉相关现金股利，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85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25 元；持股超过 1 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7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5 月 28 日
四、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

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 602,652,960.125
元= 1,418,006,965 股×0.425 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
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
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418571 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

本，即 0.418571 元/股=602,652,960.125 元÷1,439,786,060 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18571 元/股。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截止 2020 年 5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六、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姓名

1 00*****776 刘革新

2 01*****830 刘思川

3 01*****047 潘 慧

4 01*****135 潘 渠

5 01*****423 刘绥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20 年 5 月 20 日至登记日 2020 年 5 月 27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 36 号
咨询联系人：黄新
咨询电话：028-82860678
传真电话：028-86132515
八、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

排的文件；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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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
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22,660,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43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22,598,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12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2,5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7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2,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廖彬斌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保荐代表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60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3%；

反对 5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60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3%；

反对 5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60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3%；

反对 5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60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3%；

反对 5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610,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1%；

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00%；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0.32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610,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1%；

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00%；反对 5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0.32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 2019 年薪酬及 2020 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60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3%；

反对 5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2400%；反对 5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5.76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唐永生律师、陈红雨律师通过视频方式见证了

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
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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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30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就《关注
函》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0 年 5 月 18 日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至深圳证券
交易所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就《关注函》涉及的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并

组织回复。 截至目前，由于《关注函》部分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实和完善，同时需中介
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公司尚未完成《关注函》的全部回复工作。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关注函》再次延期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回复并对外公开披露。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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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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变更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离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号）。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李勇先生，并取得了龙岩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除前述变更外，公司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1112954P
2、名称：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腾南路 14 号珠江大厦 4F

5、法定代表人：李勇
6、注册资本：45406.1077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1-08-16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珠宝、铂金首饰、黄金饰品、K 金饰品、钯金首饰、银饰品、翡翠玉

石、钻石、红蓝宝石、镶嵌饰品，工艺品的购销；网上销售钻石及钻石饰品、镶嵌饰
品、黄金饰品、K 金饰品、铂金首饰、钯金首饰、银饰品、翡翠玉石、红蓝宝石、工艺
品；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审批的项目）；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
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9 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02,214,326 股剔除

已回购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回购股份为 0 股）后的 802,214,326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
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2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 根据先进先出的
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5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5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自上述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没有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6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5 月

2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90 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 01*****513 由守谊

3 08*****726 嘉兴聚力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649 厦门鲁鼎思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8*****613 厦门鲁鼎志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11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6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 7 号
咨询联系人：刘晓杰、李季
咨询电话：0535-6371119
传真电话：0535-6371119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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