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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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6,343,480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15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84 号）核准，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0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10,000�
万股，并于 2017 年 7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 4 名股东，分别为宁
波君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禾投资”）、宁波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君联投资”）、陈惠菊、张君波。 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现限售期已届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6,343,480 股， 将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起上市流
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17 年 7 月 3 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 总股本为 100,000,000

股。
2、2018 年 6 月 4 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向 60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83.40 万股， 并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办
理，公司总股本由 100,000,000 股增至 101,834,000 股。

3、2018 年 12 月 5 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回购注销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安力对
应的已授出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45,000 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上述限制性股票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完成注销， 公司总股本由 101,834,000 股减少
至 101,789,000 股。

4、2019 年 5 月 15 日，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方案
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1,789,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1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1,375,690 元， 转增
40,715,600 股。上述权益分派实施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完成。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为由 101,789,000 股增至 142,504,600 股。

5、2020 年 4 月 22 日，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方案

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42,504,6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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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00,736 元（含税），
转增 57,001,840 股。 上述权益分派实施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完成。 本次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为由 142,504,600 股增至 199,506,440 股。

6、2020 年 4 月 29 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回购注销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陈
艳、张志航对应的已授出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45,276 股（因离职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 上述限制性股票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完成注销， 公司总股本由
199,506,440 股减少至 199,461,164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 199,461,164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7,720,184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1,740,980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控股股东宁波君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惠菊、张君波及其控制

的宁波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张君波承诺：在上述三十六个月限售期满
后， 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公司股票数量的比
例不超过 50%。

3、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如公司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及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发
行价将相应进行调整），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发行人控股股
东宁波君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其他持有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君波承诺其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4、张君波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放弃以上承诺。
（二）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作出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宁波君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在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君禾投资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锁定期满时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进行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

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相应调
整），若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之间的差额由发行人在现金
分红时从分配当年及以后年度的现金分红中予以先行扣除， 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
发行人所有。

3、每次减持时，君禾投资将通知公司将该次减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
区间等内容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陈惠菊：
1、在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陈惠菊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锁定期满时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5%。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进行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

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相应调
整），若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之间的差额由发行人在现金
分红时从分配当年及以后年度的现金分红中予以先行扣除， 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
发行人所有。

3、每次减持时，陈惠菊将通知公司将该次减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区
间等内容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宁波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在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君联投资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锁定期满时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进行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

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相应调
整），若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之间的差额由发行人在现金
分红时从分配当年及以后年度的现金分红中予以先行扣除， 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
发行人所有。

3、每次减持时，君联投资将通知公司将该次减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
区间等内容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遵守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形。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安证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
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君禾股份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
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君禾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6,343,480 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15 日；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君禾投资 105,061,468 52.67 105,061,468 0

2 君联投资 19,455,828 9.75 19,455,828 0

3 陈惠菊 9,338,562 4.68 9,338,562 0

4 张君波 2,487,622 1.25 2,487,622 0

合计 136,343,480 68.35 136,343,48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数量
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7,720,184 69.05 -136,343,480 1,376,704 0.6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1,740,980 30.95 136,343,480 198,084,460 99.31

合计 199,461,164 100.00 0 199,461,164 100.00

八、备查文件
1、《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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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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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4 日通
过《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在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之第 3 点关于
扣税说明部分的表述如下：

3、扣税说明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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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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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元；持
股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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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一个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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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年）的，暂
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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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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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照规定在取得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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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票的相关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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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90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照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0.5
元。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扣税说明
1）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解禁前取得的股

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使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
税负相当于 10%。 即公司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45
元。

2)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照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当在当地缴纳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0.5
元。

（3）转增股本的扣税说明
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形成的资本公积，根据现行税收

政策，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扣税。

现更正如下：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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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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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元；持
股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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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一个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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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年）的，暂
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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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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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照规定在取得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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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票的相关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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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45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照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0.5
元。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扣税说明
1）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解禁前取得的股

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使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
税负相当于 10%。 即公司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45
元。

2)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照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当在当地缴纳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0.5
元。

（3）转增股本的扣税说明
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形成的资本公积，根据现行税收

政策，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扣税。
以上更正不改变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583 证券简称：捷昌驱动 公告编号：2020-054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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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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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16 － 2020/7/17 202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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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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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240,000,000 股， 扣除

回购专用账户上的股份 1,967,295 股， 即以 238,032,705 股为基数实施利润分配，向
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1,409,811.50 元 (含
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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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仅进行现金
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
例为 0。

②实际分派的现金红利为 0.3� 元 / 股。
③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 =240,000,000-1,967,295=238,032,705� 股。
④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总股本 =（238,032,705×0.3）÷240,000,000≈0.2975� 元 / 股。
⑤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 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前收盘价格 -0.2975）÷(1+0）= 前收盘价格 -0.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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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16 － 2020/7/17 2020/7/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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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发放对象
（1）公司股东：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杭州紫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宋

英、王锦华。
（2）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3054023）持

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均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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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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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元；
持股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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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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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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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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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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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27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照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0.3
元。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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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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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税负相当于 10%。 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 0.27 元。

（2）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照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0.3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81387094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505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0-038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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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44 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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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17 － 2020/7/20 20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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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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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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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全体股
东。

H� 股股东的现金分红有关情况详见本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落款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24 日的相关公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842,089,322 股（其中 A 股股本为

1,923,016,618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4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250,519,302 元（含税），其中派发 A 股现金红利 846,127,311.92 元人民币（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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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17 － 2020/7/20 2020/7/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本公司自行发放对象以外的其他 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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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发放对象
本公司股东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A 股

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 A 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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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持股
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本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

前一日的持续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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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股息红利
所得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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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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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相应的税率代缴个人所得
税。

（2）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
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A 股股票的机构投资者， 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
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44 元人民币。

（3）对于持有本公司 A 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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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 0.396 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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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的，可按照国税函[2009]
47 号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它 A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
法》），应参考《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
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44 元人民币。

（4）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 A 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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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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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
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税后实
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396 元人民币。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
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
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
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
的差额予以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
A 股股东一致。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3730908 转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传真：021-63289333
联系邮箱：BoardOffice@sphchina.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太仓路 200 号上海医药大厦 7 楼
邮政编码：200020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1607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2020-041
债券代码：155006 债券简称：18 上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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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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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15 － 2020/7/16 20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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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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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26,985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25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4,202,3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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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15 － 2020/7/16 2020/7/1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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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 9 位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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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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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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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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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税负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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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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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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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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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0.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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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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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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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0.255 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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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003086
特此公告。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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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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振德医疗”)股票于
2020 年 7 月 6 日、7 月 7 日、7 月 8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 9 日披露了《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7 月 9 日公司股价再次涨停。 鉴于近期公司股价波
动较大，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二级市场涨幅较大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7 月 6 日、7 月 7 日、7 月 8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形，7 月 9 日公司股价再次涨停。 公司股价自 2020 年 6 月 24 日至
今连续 10 个交易日上涨，累计涨幅已达 87.31%，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
的实际波动较大，期间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二、公司静态市盈率高于行业水平风险提示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7 月 8 日，医疗器械

行业静态市盈率为 74.89，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99.01，公司静态市盈率指标高于行业
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溢价率较高及可能触发赎回条款风险提示
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振德转债”，债券代码“113555”）于

近期累计涨幅较大， 截止 2020 年 7 月 9 日收盘价格为 761.93 元 / 张， 高于面值

661.93%。 2020 年 7 月 9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85.92 元 / 股，“振德转债”转股价为
14.01 元 / 股，公司股价较“振德转债”转股价溢价 513.28%。“振德转债”价格较面值
溢价高于公司股价较“振德转债”转股价溢价较多，截至 2020 年 7 月 9 日收盘，当前

“振德转债”价格相对于转股后价值溢价率达 24.24%，存在一定的估值风险。
同时，根据“振德转债”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

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 130%（含 130%）， 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
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0年 7月 9日收盘，公司股票已连续 9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振德转债”当期转股价的 130%，根据“振德转债”募集说明书相关规
定，后续存在触发赎回条款的可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风险提示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披露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但随着疫情防
控进展、市场防疫类防护用品产品产能和竞争增加，未来公司防疫类防护用品产品
销售是否继续保持大幅度增长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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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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及
《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五）》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情况作以下披露：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借款余额为 1,335,625.80 万元，较本公司 2019 年
末借款余额 960,925.18 万元增加 374,700.62 万元，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余额占 2019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03,855.00 万元的 24.92%。

上述借款变动主要系银行贷款增加及发行债券所致，均属于本公司正常经营活

动范围。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健、盈利良好，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公
司将根据已发行的债券和其他债务的本息到期支付安排，合理调度分配资金，保证
按期支付到期利息和本金。

以上 2020 年 6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2019 年数据已经审计，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股票代码：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2020-040
债券代码：136421 债券简称：16 春秋 01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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