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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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5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 25 号 C 栋中

贝通信集团 4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6,409,92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7.42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会议由

董事长李六兵先生主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
了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5 人，董事于力、吴艳琴、林家儒因公务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汤海滨因公务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396,829 99.9896 13,100 0.010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396,829 99.9896 13,100 0.010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396,829 99.9896 13,100 0.010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396,829 99.9896 13,100 0.010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396,829 99.9896 13,100 0.010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396,829 99.9896 13,100 0.010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办理 2020 年度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284,529 99.9007 125,400 0.099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396,829 99.9896 13,100 0.010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356,729 99.9579 53,200 0.042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20,136,529 99.9349 13,100 0.0651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20,136,529 99.9349 13,100 0.0651 0 0.0000

8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20,136,529 99.9349 13,100 0.0651 0 0.0000

9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20,096,429 99.7359 53,200 0.264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本次股东大会述职。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一平、许桓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中贝通信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贝
通信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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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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5 元
每股转增股份 0.4 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

Ａ股 2020/6/5 － 2020/6/8 2020/6/9 2020/6/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8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20,185,24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 60,092,620 元，转增 48,074,096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68,259,336

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

Ａ股 2020/6/5 － 2020/6/8 2020/6/9 2020/6/8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经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确认， 以下 4 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自行发

放：
（1）严孟宇；
（2）福州爱派克电子有限公司；
（3）赵 伟；
（4）雷世潘。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 的有关规定，个
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人民币； 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
（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人民币，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个人持有的公司限售股，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个人持有的本公司限售
股，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持有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持股时间自解禁
日起计算。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 0.45 元人民币；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 0.45 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人民币。

（6）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690,060 276,024 966,08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19,495,180 47,798,072 167,293,252

1、 A股 119,495,180 47,798,072 167,293,252

三、股份总数 120,185,240 48,074,096 168,259,336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168,259,336 股摊薄计算的 2019 年度每股收

益为 0.76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88267679
特此公告。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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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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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注销原因：鉴于浙江百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中 3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
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及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对前述已获授但不具备解除限售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予以回购并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610,500股 610,500股 2020年 6月 3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鉴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莫勇、贾珮、晏锋共 3 人因
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回购注销已授予莫勇、贾珮、晏锋共 3
人未解除限售部分的全部股票共计 42,000 股；同时根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将对所有激励对象对
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除上述个人离职触发部分）共计 568,500 股

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对激励对象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 自 2020 年 3 月 30 日起 45 天
内，公司未接到相关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鉴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莫勇、贾珮、晏锋共 3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
司回购注销已授予莫勇、贾珮、晏锋共 3 人未解除限售部分的全部股票共计 42,000
股；同时根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9 年度经营
业绩未达到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的业绩
考核要求，公司将对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除上述

个人离职触发部分）共计 568,500 股均不得解除限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公司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公司有权单方面回购注销本次股权激励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副总经理朴春德、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沈文萍

及其他核心技术 / 业务人员等共计 79 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610,500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568,500 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B882731054），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79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610,5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预计本次限制性
股票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6,619,000 -610,500 96,008,5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1,813,300 0 31,813,300

股份合计 128,432,300 -610,500 127,821,8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

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
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
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
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
百达精工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注

销的数量、价格及具体回购注销方案符合《公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依法可以实施。

特此公告。

浙江百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331 证券简称：百达精工 公告编号：2020-038

浙江百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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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8 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4 － 2020/6/5 2020/6/5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15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2020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份总数 187,580,000

股扣除回购的 1,450,000 股为基数（即 186,130,000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 1.80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33,503,400 元。

公司申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 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进行

现金红利分配，不送股和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为 0。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
本≈（186,130,000×0.18）÷187,580,000≈0.1786 元 / 股

本次公司权益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0.1786）元 / 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4 － 2020/6/5 2020/6/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孙继胜、常州远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的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 号）的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18 元；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18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
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62

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62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62 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
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每股人民币 0.18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办
联系电话：0519-81282003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776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2020-026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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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持有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377,431,682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8%，2020 年 5 月 29
日，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 377,431,682 股及孳息（指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
红利）被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瓮安农商行”）申请司法
轮候冻结，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8%。

新华联控股拟认购公司部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若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
的股份被强制过户或者强制平仓， 新华联控股可能无法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认购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公告》（临 2020-023）。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
法划转通知》（2020 司冻 0529-02 号）、《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黔 27 执保 37 号之 2、之 3、之 4、之 8），获悉公司股东
新华联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被瓮安农商行申请司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冻结情况
（一）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轮候冻结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轮候冻结股
份是否为限

售股

轮候冻结
起始日

轮候冻结
到期日

轮候冻
结申请
人

轮候冻
结原因

新华联控
股 否

189,343,908 50.17% 7.01% 否

2020年 5
月 29日

冻结期限
为三年，
自转为正
式冻结之
日起计算

贵州瓮
安农村
商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债务纠
纷188,087,774 49.83% 6.97% 是

说明：上述司法轮候冻结包括公司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等产生的孳息。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被
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起始日 冻结

情况

新华联
控股 377,431,682 13.98%

377,431,682 100% 13.98% 2020年 3月
20日

司法
冻结

377,431,682 100% 13.98%

2020年 4月
14日

司法轮候
冻结

377,431,682 100% 13.98%
377,431,682 100% 13.98%
377,431,682 100% 13.98%
377,431,682 100% 13.98%
377,431,682 100% 13.98%
377,431,682 100% 13.98%
196,876,376 52.16% 7.29% 2020年 4月

17日
司法轮候
冻结

377,431,682 100% 13.98% 2020年 4月
24日

司法轮候
冻结

377,431,682 100% 13.98% 2020年 5月
15日

司法轮候
冻结

377,431,682 100% 13.98% 2020年 5月
18日

司法轮候
冻结189,343,908 50.17% 7.01%

377,431,682 100% 13.98% 2020年 5月
29日

司法轮候
冻结

黄山海慧科
技投资有限

公司
62,695,924 2.32% 0 0 0 - -

相关股份司法冻结、 司法轮候冻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
2020 年 4 月 16 日、2020 年 4 月 20 日、2020 年 4 月 27 日、2020 年 5 月 18 日、2020 年
5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临 2020-008）、《关
于公司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临 2020-024、 临 2020-026、临
2020-030、临 2020-048、临 2020-049）。

二、其他说明
（一）情况说明：
1、 新华联控股主体信用评级调整及 2020 年 3 月 20 日股票冻结等情况说明参

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临 2020-026）。

2、2020 年 4 月 14 日股票冻结原因为工行芜湖赭山支行诉新华联财务公司、新
华联控股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 诉讼保全；2020 年 4 月 17 日股票冻结原因为民生
信托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案件， 执行保全以及工商银行郑州分行诉新华联控股
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诉讼保全。

3、2020 年 4 月 24 日、2020 年 5 月 15 日、2020 年 5 月 18 日股份被轮候冻结事
宜，新华联控股尚未收到相关司法文书，尚不掌握具体案件情况。 目前，新华联控股
正在主动与相关方联系、了解情况。

4、2020 年 5 月 29 日股票冻结原因为新华联全资子公司新华联控股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财务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向瓮安农商行拆借人
民币 10,000 万元，因新华联财务公司到期未能偿还借款本息，且新华联控股等担保
方未履行连带清偿责任，瓮安农商行由此对其提起诉讼，并申请对新华联控股持有
的公司股份进行司法冻结。

（二）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新华联控股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新

华联控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但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如上述股份被强
制过户，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董事会九名董事中有一人为新华
联控股提名，新华联控股所持股份被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
生重大影响。 新华联控股不存在对公司业绩补偿义务。

2、新华联控股拟认购公司部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若新华联控股持有公
司的股份被强制过户或者强制平仓， 新华联控股可能无法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认
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公告》（临 2020-023）。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
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20-059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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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7 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4 － 2020/6/5 2020/6/5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8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回购股份账户数量为基数，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 元（含税）。 公司总股本为 1,452,102,930 股，扣减公司回购股
份账户的数量 39,478,064 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数为 1,412,624,866 股，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 240,146,227.22 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

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 每股现金红利）+ 配（新）股价格×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总股本为 1,452,102,930 股，扣减公司回购股份账户的数量 39,478,064 股，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数为 1,412,624,866 股。
每股现金红利 =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

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412,624,866×0.17÷1,452,102,930≈0.1654
元。

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
金红利分配，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不会使公司流通股发生变
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 0%。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 -0.1654）÷1= 前收盘价 -0.1654。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4 － 2020/6/5 2020/6/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森洁、浙江桢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市滨海新城沥海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公司
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7 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将按照上述通知有
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
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
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
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53 元。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 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
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53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7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与投资部
联系电话：0575-82027721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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