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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590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4,450,0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39%。
2、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5日。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 590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4,450,0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39%。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已更名，以下简称“《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办理完成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涉及的股份上市流通手续，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90 名激励对象可解除限
售共计 24,450,000股限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1、2020 年 01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
划。

2、2020 年 01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查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3、 公司于 2020 年 01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并通过公司 OA系统发布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对公司本
次拟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01 月 18 日至 2020 年 01 月 28 日， 公示期为 11
天。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见。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或组织对本次
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0年 02月 03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0年 02月 05日，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5、2020年 02月 0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并对本次调整及授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6、2020年 05 月 18 日,本激励计划所涉及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公司实际向 610 名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4,969.0641 万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上市， 公司的股份总数
1,378,091,733未发生变化。

7、2021年 06月 0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 16 名离职、1 名身故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760,641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2.14 元/股）加
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
见。 2021年 06月 29日，公司召开了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 2021年 8月 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上述已回购股票的注销手续。

8、2022年 04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 3 名离职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2.14 元/股）加上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时，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及监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二、 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情况说明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情况说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分别为 24 个月和 36

个月，均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计算。 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
例

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日起 48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 2020年 5 月 15 日， 限制性股票的第一
个限售期已 2022年 5月 14日届满。

（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解除限售期条件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激励计划合计授予 610 名激励对象， 第一个
限售期届满前，共有 19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离职，1名激励对象因病身故，上述 20名激励对
象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回购
注销。
公司已完成对其中 16 名离职激励对象及 1 名
身故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
作， 已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760,641股；尚
需对其余 3名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 3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公司 590名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

3、公司层面解锁业绩条件：
激励计划在 2020年-2022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
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

业绩考核目标
考核年度 2020年-2021年 2020年-2022年

设定目标值 2020年-2021年累计
净利润不低于 9亿元

2020年-2022年累计
净利润不低于 15亿元

各考核年度对应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M）
各考核年度实际达到的净利润占所设目标值的比例（A）

当 A<70%时 M=0%
当 70%≤A<100%时 M=A

当 A≥100%时 M=100%
注：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各期可解锁数量=各期计划解除限售数量×可解除限售比例（M）

经审计，公司 2020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331,425,452.35 元，2021 年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3,138,328.05元，累计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4,563,780.40
元，2020-2021年度公司实现扣非净利润占所设
目标值的比例为 111.62%，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结果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对应公司层面可解除
限售比例为 100%。

4、激励对象层面考核内容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绩效考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档次。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评价结果达到合格，则
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若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个人评价结果不合格， 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均不得解除限售，激励对象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
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的 590 名激励对象 2020-2021 年度的个人
绩效进行了考核，590 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
效考核等级均为合格，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解
除限售比例为 100%。

4、激励对象层面考核内容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绩效考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档次。
考核等级 合格 不合格

解除限售比例 10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评价结果达到合格，则
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若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个人评价结果不合格， 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均不得解除限售，激励对象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
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的 590 名激励对象 2020-2021 年度的个人
绩效进行了考核，590 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
效考核等级均为合格，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解
除限售比例为 100%。

综上所述，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 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在第一个限售期届满后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90 名激
励对象办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 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1、 本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2年 5月 25日。
2、 本期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 590人。
3、 本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4,450,0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39%。
4、 本期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公司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
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朱江 董事 480 240 240 0.14%

王利伟 副总裁 400 200 200 0.11%

刘静 内部顾问 200 100 100 0.06%

宋华梅 董事、董事会秘书 140 70 70 0.04%

核心骨干（586人） 3,670 1,835 1,835 1.04%

合计 4,890 2,445 2,445 1.39%

注：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9名员工因个人原因离职，1人身故，该 20名员工已不具备激励对象
资格，公司已回购注销 17名激励对象共计 760,641股限制性股票，尚需回购注销 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0,000股股票，上表已剔除该部分股数。 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
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在职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前述人员还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
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四、 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2021年 06月 0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 16 名离职、1 名身故的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760,641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2.14 元/股）加上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2021年 06月 29日，公司召开了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 2021年 8月 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上述已回购股票的注销手续。

2022年 04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 3 名离职的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2.14 元/股）加上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之和。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2022年

5月 12日，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将根据相关授权及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解除限售情况与公司已披露的《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不存在差

异。

五、 股份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万股） 比例 股份数量

（万股）
股份数量
（万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438,306,181 24.86% -21,313,074 416,993,107 23.65%

首发后限售股 385,865,200 21.88% 0 385,865,200 21.88%

高管锁定股 3,510,981 0.20% 3,136,926 6,647,907 0.38%

股权激励限售股 48,930,000 2.78% -24,450,000 24,480,000 1.39%

二、无限售流通股 1,324,890,111 75.14% 21,313,074 1,346,203,185 76.35%

三、总股本 1,763,196,292 100% 0 1,763,196,292 100%

注：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

准。

六、 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相

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6、上海信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次解除限售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制作 王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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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13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2-015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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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精医疗”）股东北京奇伦天佑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伦天佑”）持有公司 12,090,933 股股份，占奥精医疗总股份的 9.07%；股东
BioVeda China RMB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BioVeda”）持有奥精医疗 11,759,347 股股份，占奥精医疗
总股份的 8.82%； 嘉兴华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嘉兴华控”） 持有奥精医疗
12,976,445股股份，占奥精医疗总股份的 9.73%。 上述股份为奇伦天佑、BioVeda、嘉兴华控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奇伦天佑、BioVeda、嘉兴华控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自身资金安排，

奇伦天佑、BioVeda、嘉兴华控将根据市场情况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进行减持：
奇伦天佑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奥精医疗股份不超过 3,590,933股，占奥精医疗总股份

的 2.69%。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月内（2022年 6
月 14日至 2022 年 9 月 13 日）实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发布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2022年 5月 25日至 2022年 8月 24日）实施。

BioVeda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奥精医疗股份不超过 4,000,000 股，占奥精医疗总股份

的 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月内（2022年 6月
14日至 2022 年 9 月 13 日）实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发布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
月内（2022年 5月 25日至 2022年 8月 24日）实施。

嘉兴华控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奥精医疗股份不超过 6,488,223股，占奥精医疗总股份
的 4.87%。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6个月内（2022年 6
月 14日至 2022 年 12月 13日）实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发布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2022年 5月 25日至 2022年 11月 24日）实施。

嘉兴华控已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向中国基金业协会申请了创投基
金减持政策优惠，其减持数量及比例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业协会批复的规定执行。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奇伦天佑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2,090,933 9.07% IPO前取得：12,090,933股

BioVeda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1,759,347 8.82% IPO前取得：11,759,347股

嘉兴华控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2,976,445 9.73% IPO前取得：12,976,44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奇伦天佑 不 超 过 ：
3,590,933股

不 超 过 ：
2.69%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3,590,933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3,590,933股

2022/6/14 ～2022/
9/13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安

排

BioVeda 不 超 过 ：
4,000,000股 不超过：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4,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4,000,000股

2022/6/14 ～2022/
9/13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安

排

嘉兴华控 不 超 过 ：
6,488,223股

不 超 过 ：
4.8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6,488,223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6,488,223股

2022/6/14 ～2022/
12/13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安

排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奇伦天佑、BioVeda、嘉兴华控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单位亦将同等遵守上述锁定承诺。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自愿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给予的监管措施。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
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

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安排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

影响。 减持期间内，计划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存
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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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
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监管
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228 证券简称：开普云 公告编号：2022-030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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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2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6 2022/5/27 20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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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5月 13日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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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33,44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72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 18,260,295.68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6 2022/5/27 2022/5/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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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汪敏、东莞市政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卿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刘轩山、共青城高禾中民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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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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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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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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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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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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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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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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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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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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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照相关规定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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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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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69-86115656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289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2-046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相关检测产品获得欧盟

CE�List�A 认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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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产品竞争风险：除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供应

市场，且针对 HBV、HCV和 HIV的检测存在多种方法，故公司产品或将面临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的
市场竞争风险。

● 对利润影响的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公司相关产品刚获得欧盟 CE List A 类认证，受检测方法的选
择、境外市场推广、客户认可等多种因素影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公司的产品乙型肝炎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法）、丙型肝炎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
法）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1 型核酸测定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于近日获得欧盟 CE 认证（IVDD List A
类）。在欧盟 CE认证的类别中，List A类产品受法规监管程度最高，技术要求严格，其所需进行的验证、评估
和审核强度较高，认证难度较大，获得此项认证充分体现了公司的研发创新实力、产品质量与可靠性能。

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 产品注册相关情况

获批主体 证书编号 证书类型 产品名称 应用领域 证书有效期 使用范围

圣湘生物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CeCert/115/W/E.
1 EC 设计检验证书 乙型肝炎病毒核酸检 测试剂盒

（PCR -荧 光 法）（Hepatitis B Virus
DNA Quantitative Fluorescence
Diagnostic Kit (PCR -Fluorescence
Probing)）

用于定量检测血浆样
本中的 HBV DNA，可
定量检测 HBV A、B、
C、D、E、F、G、H 型。

2025 年 5 月
26日

欧盟国家
和认可欧
盟 CE 认
证的国家

CeCert/116/W/E.
1

全面质量保证体系证
书

CeCert/117/W/E.
1 EC 设计检验证书 丙型肝炎病毒核酸检 测试剂盒

（PCR -荧 光 法）（Hepatitis C Virus
RNA Quantitative Fluorescence
Diagnostic Kit (PCR -Fluorescence
Probing )）

用于定量检测血浆样
本中的 HCV RNA，可
定量检测 HCV 1、2、
3、4、5、6型。

2025 年 5 月
26日CeCert/118/W/E.

1
全面质量保证体系证
书

CeCert/119/W/E.
1 EC 设计检验证书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1 型核酸测定试

剂盒 (PCR -荧光探针法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RNA
Quantitative Fluorescence Diagnostic
Kit (PCR-Fluorescence Probing)）

用于定量检测血浆样
本中的 HIV-1 RNA，
可定量检测 HIV -1
型 M、N和 O组。

2025 年 5 月
26日CeCert/120/W/E.

1
全面质量保证体系证
书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获得欧盟 CE List A 类认证的三项产品主要运用磁珠法核酸提取技术， 结合荧光实时定量

PCR扩增技术，可以定量检测人体血液中的乙肝、丙肝和艾滋病毒。 通过高精度和自动化的检测方案，上述
产品可以准确和高效地进行病毒含量的检测，辅助进行临床治疗效果的监控，助力全球肝炎、艾滋等重大
传染病防控。

在欧盟 CE认证的类别中，List A类产品受法规监管程度最高，技术要求严格，其所需进行的验证、评估
和审核强度较高，认证难度较大，获得此项认证充分体现了公司的研发创新实力、产品质量与可靠性能。

公司以上产品获得欧盟 CE List A类认证后，可在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 CE认证的国家销售。 上述产品
可满足临床需求，由此，公司海外销售产品品类得到进一步扩充，对公司销售及国际业务拓展具有积极的
作用。

三、风险提示
1、产品竞争风险
除公司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供应市场，且针对 HBV、HCV 和 HIV 的检测存在多种方法，故公司

产品或将面临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的市场竞争风险。
2、对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公司相关产品刚获得欧盟 CE List A类认证，受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广、客户认可等

多种因素影响， 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 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
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596 证券简称：正帆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9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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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30日（星期一）13:30-14:3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 会议登录网址：https://eseb.cn/V0JlIno5RC
● 会议内容：2021年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一、 说明会主题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披露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年年度经营业
绩和现金分红等具体情况，公司拟于 2022 年 05 月 30 日（星期一）13:30-14:30 通过“价值在线”网络平台
（www.ir-online.cn）举办 2021年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为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的要求， 公司现就
2021年度业绩情况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同日，公司将在会上对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投资者作重点说明，相关公告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和地点
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30日（星期一）13:30-14:30

会议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 参会嘉宾
董事长：YU DONG LEI(俞东雷)先生
总经理：史可成先生
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ZHENG HONG LIANG(郑鸿亮)先生
独立董事：费忠新先生
副总经理：陈越女士
董事会秘书：虞文颖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5 月 30 日（星期一）13:30-14:30 登录网址 https://eseb.cn/V0JlIno5RC，在线参

与互动交流。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5 月 27 日 15：00 前将所关注的问题通过登录上述网址进行会前提问，公司

将通过本次业绩和现金分红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4428800
联系邮箱：ir@gentech-online.com
特此公告。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A股证券代码：688385 证券简称：复旦微电 公告编号：2022-019
港股证券代码：01385 证券简称：上海复旦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期间参加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周年

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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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 4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16），计划于 2022
年 6月 2日在上海国泰路 11号复旦科技园大厦二楼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公司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本次
股东大会所采取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由于上海市目前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积极配合全市疫
情防控工作；同时保护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依法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疫情防控
期间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注意事项做出如下特别提示：

一、建议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为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保护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参会人员的身体健康，减少人员聚集，降

低感染风险，建议股东优先选择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具体方法可参考本公司《关于召
开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16）。

二、调整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通讯方式
基于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股东大会无法在会议召开地点设置现场会议，现场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截

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A股股东均可选择通讯方式参会。 拟通过通讯方式参与会议
的个人股东须在 2022年 5月 27日 10点至 5月 31日 17点前，扫描以下二维码完成股东参会登记。

在上述登记时间段内，股东也可通过向公司指定邮箱（邮箱地址：IR@fmsh.com.cn）发送电子邮件的方
式完成参会登记， 通过通讯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需提供、 出示的资料与现场参加股东大会的要求一

致。 公司将向成功登记参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通讯接入方式，请获取会议接入方式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勿向第三方分享会议接入信息。 股东如对本次大会通知中所列的议案有问题的， 可在前述登记时间
内，通过登记渠道进行提交。 董事会将安排在股东周年大会上尽可能回答所提出的問題。

未在前述要求的登记注册截止时间完成参会登记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以通讯方式接入本次会
议，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三、其他事项
1、港股股东参会方式，请查阅公司于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披露的《将于 2022 年 6 月 2 日

举行之股东周年大会之特別安排》。
2、除投票方式和召开方式变更外，公司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召开时间、审议事项等均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772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2-035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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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6 2022/5/27 20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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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5月 10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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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855,74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01,934,034.46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6 2022/5/27 20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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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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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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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 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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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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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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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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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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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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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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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2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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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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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6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
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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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
定，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结算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 暂不执行按持股
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上市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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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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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
股人民币 0.162元。 对于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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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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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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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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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如对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关事项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6-6321988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088 证券简称：虹软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2-016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疫情防控期间参加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相

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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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计划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在浙江
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号天堂软件园 A幢 5楼多功能厅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所
采取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建议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为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保护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参会人员

的身体健康，减少人员聚集，降低感染风险，建议股东优先选择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调整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通讯方式
鉴于目前处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调整为以通讯方

式召开， 不再设置现场会议。 请希望以通讯方式参会的股东在 2022年 5月 24日 17:00前通过向公司指定
邮箱（邮箱地址：invest@arcsoft.com）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会议登记，在邮件上须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过通讯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需提供、出示的资料与现场股东大会的要求一致。 公司将向成功登记参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通讯接入方式， 请获取会议接入方式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勿向其他第三方分
享会议接入信息。

未在登记时间完成参会登记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以通讯方式接入本次会议， 但仍可通过网络
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审议事项等均不变。
特此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028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2-038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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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6 2022/5/27 20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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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5月 10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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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9 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 15,200,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6 2022/5/27 2022/5/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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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陈继锋、杨诺、陈涛、唐文林、庞红由公司自行发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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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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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 元；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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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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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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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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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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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红利将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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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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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1 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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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
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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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于持有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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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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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71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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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3821079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215 证券简称：瑞晟智能 公告编号：2022-19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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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5月 31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5 月 24 日(星期二)至 05 月 30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lvmeng@sunrise.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04 月 26 日发布公司 2021 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05 月 31 日

上午 10:00-11:30举行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1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5月 31日上午 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袁峰先生
董事会秘书：吕蒙先生
财务负责人：王旭霞女士
独立董事：夏云青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05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5 月 24 日(星期二)至 05 月 30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邮箱 lvmeng@sunrise.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吕蒙、俞凯
电话：0574-88983667

邮箱：lvmeng@sunrise.com.cn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召开业绩说明会， 实际召开方式有可能会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做相

应微调，敬请投资者理解。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