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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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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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8 － 2020/6/9 2020/6/9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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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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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99,000,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1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9,9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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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8 － 2020/6/9 2020/6/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的现金红利外，其他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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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俞发祥、黄山市为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黄山市行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黄山市启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所持本公司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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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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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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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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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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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

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9 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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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9� 元。 如 QFII 股东
取得的红利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收入后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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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本公司股票,其现金红利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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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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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9 元。

（5）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所得税自行缴纳，按税前现金红利发放，实际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系部门：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1－67116520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1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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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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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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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271,622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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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3,581.10 元， 转增 107,308,649 股， 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375,58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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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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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3.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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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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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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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人民币 0.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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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红利人民币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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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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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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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45 元。 如 Q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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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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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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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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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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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0.045 元。

（4）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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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
禁日起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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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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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
人民币 0.05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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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74,212 30,909,685 108,183,89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90,997,410 76,398,964 267,396,374

1、 A股 190,997,410 76,398,964 267,396,374

三、股份总数 268,271,622 107,308,649 375,580,271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375,580,271 股摊薄计算的 2019 年度每股收

益为 1.13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2806755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887 证券简称：城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2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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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082 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6/5 2020/6/8 20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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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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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10,000,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08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3,620,000.0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6/5 2020/6/8 2020/6/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限售条件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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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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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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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
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 1 年的，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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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0.082 元；持股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本次
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82 元，待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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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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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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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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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738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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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738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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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
公司股票的股东，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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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0.0738 元。如相关股
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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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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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现金
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82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2-62620988
电子邮箱：ir@bright-gene.com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 （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166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0-022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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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46 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6/9 2020/6/10 20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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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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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45,000,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04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0,470,00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6/9 2020/6/10 2020/6/1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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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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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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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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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利人民币 0.046 元；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6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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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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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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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人民币 0.0414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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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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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0.0414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
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
股东， 其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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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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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14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
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46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35-3410615
电子邮箱：raytron@raytrontek.com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002 证券简称：睿创微纳 公告编号：2020-019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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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南鑫药业有限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临床
试验通知书》。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南鑫药业有限公司将于近期开展帕拉米韦吸入溶液用于
甲型或乙型流行性感冒的临床试验。 考虑到药品研发过程中不可预测因素较多，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帕拉米韦吸入溶液

剂型 吸入制剂

规格 10mg/2ml、20mg/2ml、40mg/2ml

申请人 广州南鑫药业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HL2000106国、CXHL2000107国、CXHL2000108国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0 年 03 月 10
日受理的帕拉米韦吸入溶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同意按照提交的
方案开展本品用于甲型或乙型流行性感冒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相关情况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是公司开发上市的治疗流感一线用药，验证了帕拉米韦

治疗流感的安全性和疗效。 帕拉米韦吸入溶液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家 2 类新药，是
对公司现有 1.1 类新药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的剂型创新。

吸入溶液雾化吸入疗法是利用气动式雾化器或超声雾化器的空化作用，使液体
在气相中分散，将药液变成雾状颗粒，通过正常呼吸，直接吸入雾状药物颗粒作用
于呼吸道病灶局部的治疗方法。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在研发过程中不可预测因

素较多，公司将按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
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2020-005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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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受理序号：20079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 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 并按照反
馈意见逐项进行了说明和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予以披露，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掌阅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之回复报告》。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
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 能否最终获得
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533 证券简称：掌阅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8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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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转增股份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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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股 2020/6/8 － 2020/6/9 2020/6/10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21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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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51,331,050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39 股， 共计转增 59,019,110 股， 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210,3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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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股 2020/6/8 － 2020/6/9 2020/6/10
四、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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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3.扣税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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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75,248 43,592,347 155,367,59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39,555,802 15,426,763 54,982,565
1、 A股 39,555,802 15,426,763 54,982,565
三、股份总数 151,331,050 59,019,110 210,350,16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210,350,160 股摊薄计算的 2019 年度每股收

益为 0.54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7192899
特此公告。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226 证券简称：菲林格尔 公告编号：2020-022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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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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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初始股
份登记。

在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初始登记资料中， 由于本公司经办人员工作
失误，将新余中鼎创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管理的“新余中鼎创富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中鼎创富新三板 1 号私募投资基金”和“新余中鼎创富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中鼎创富鼎创进取投资基金”的持股信息申报错误，公司已向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更正错误信息。

公司负责解决并承担因更正错误信息可能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199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2020-024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初始登记信息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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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张
显兵先生的辞职申请书。

因个人工作原因，张显兵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监事会，
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 鉴于张显兵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故张显兵先生仍将继续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公司
监事的职责，公司将尽快选举产生新任监事。 张显兵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6.12
万股，间接持股比例 0.38%，在任职期间与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均无任何意见分歧。

公司监事会对张显兵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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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离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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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
序号：201192）。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政许
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
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二 0 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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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