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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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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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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金融城5号楼）3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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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02,91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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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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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步国旬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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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出席5人，王海涛副董事长、李小林董事、肖玲董事、陈峥董

事、孙隽董事、毕胜董事、吴斐董事、赵曙明独立董事、张宏独立董事、李明辉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周坚宁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徐晓云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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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855,078 99.9968 63,500 0.003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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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855,078 99.9968 63,500 0.003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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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855,078 99.9968 63,500 0.003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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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855,078 99.9968 63,500 0.003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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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854,978 99.9968 63,600 0.003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2019年度自营投资业务规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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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855,078 99.9968 63,500 0.0032 0 0.0000

7.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与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紫

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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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325,886 99.9934 63,500 0.0066 0 0.0000

7.02、议案名称：与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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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5,183,387 99.9964 63,500 0.0036 0 0.0000

7.03、议案名称：与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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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647,634 99.9964 63,600 0.0036 0 0.0000

7.04、议案名称：与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的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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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684,896 99.9964 63,500 0.0036 0 0.0000

7.05、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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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200,700 99.9967 63,500 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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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673,755,885 99.9905 63,500 0.0095 0 0.0000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673,755,885 99.9905 63,500 0.0095 0 0.0000

3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73,755,885 99.9905 63,500 0.0095 0 0.0000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

673,755,885 99.9905 63,500 0.0095 0 0.0000

5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673,755,785 99.9905 63,600 0.0095 0 0.0000

6

关于确定公司2019年度自营投资业务规模的

议案

673,755,885 99.9905 63,500 0.0095 0 0.0000

7.00 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 - - -

7.01

与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388,377,163 99.9836 63,500 0.0164 0 0.0000

7.02

与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

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654,099,164 99.9902 63,500 0.0098 0 0.0000

7.03

与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

673,755,785 99.9905 63,600 0.0095 0 0.0000

7.04

与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625,312,112 99.9898 63,500 0.0102 0 0.0000

7.05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622,101,507 99.9897 63,500 0.010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分为5项

子议案逐项表决，5项子议案已分别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过半数通过。 5项子议案回避表决情况如下：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746,150,470股）及其控制企业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97,879,146

股）、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8,736,320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南京市国有资产投

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及曾控制的其他企业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52,668,585股）、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51,010,107股）、

南京国资新城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50,000,000股）、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24,611,347股）及南京市食品公司（持有473,217股）对议案7.01回避表决；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08,014,970股）及其控制企

业盐城恒健药业有限公司（持有19,656,721股）对议案7.02回避表决；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200,207,344股）对议案7.03回避表决；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74,726,409

股）及其控制企业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48,443,773股）对议案7.04回避表决；

南京长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51,654,378股）对议案7.05回避表决，该公司董事、高

管人员担任本公司监事。

3、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并听取了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非表决事项）、《公司董事2018年度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报告》（非表决事项）、

《公司监事2018年度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报告》（非表决事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8年度履职、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报告》（非表决事项）。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方祥勇 张隽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南京证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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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19年5月17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19年5月1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公司处于回购股份期间，为了保证利润分配方案的正常实施，公司在结算公司

申请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不进行回购。 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一）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6,563,506.35元，母公司净利润为250,318,125.28元，提取10%法定

盈余公积金25,031,812.53元后，当年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25,286,312.75元，加上年初未

分配利润378,893,278.58�元，减去2017年度已分配利润116,610,451.50元和2018年半年

度已分配利润75,499,309.80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412,069,830.03元。

公司拟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3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一年度。

（二）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分配比例不需要

调整；

截至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24,514,235股，

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

致的；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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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372,147,

97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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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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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

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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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实

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111,644,391.00元=372,147,

970股×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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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14596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

0.2814596元/股=111,644,391.00元÷396,662,205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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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14596元/股。

四、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13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14日。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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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司全体股东。

六、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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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76 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 00*****537 周方洁

3 01*****921 朱林生

4 00*****851 李雪会

5 00*****652 欧阳强

（在本次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6月5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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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行承担。 ）

七、咨询机构

1、咨询联系人：李雪会、俞凌佳

2、咨询电话：0574-86821166

3、传真电话：0574-86995616

4、公司地址：宁波保税南区曹娥江路22号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

告

3、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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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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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19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股东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时间及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19年6月5日下午15:00，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桂林市

临桂区人民南路19号。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5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

时间为2019年6月4日15:00至2019年6月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30日（星期四）。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计12名，代表股份151,697,6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8389%，其中出席现场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150,589,8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642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人，

代表股份1,107,8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60%。 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全体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由董事长秦本军先生主持，公司聘请的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

通过了以下提案：

1、 审议通过《关于拟在美国投资建设工业大麻提取及应用工程建设项目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690,0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

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美国工业大麻项目相

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690,0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

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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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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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配股公开发行的股份已

于2019年4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注册资本随之更新为人民币 565,214,

740�元。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5月15日

召开了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领取了桂林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本次营业执照变更的事项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37,281,362元更新为人民币565,214,740元。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年4月17日发布

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了修

订， 修订前后的内容对比表详见公司2019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三、 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名称：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723095584K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19号

法定代表人：秦本军

成立日期：2000年11月28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植物制品、农副土特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自营进出口（以上涉及

许可审批项目除外）：护肤用化妆品的研发、销售及技术转让；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食

品添加剂、食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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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以上变动，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可能终止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 ）、《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可能发生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可能发生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中“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之“（二）召开事由” 约定：

“1.当出现或需要决定下列事由之一的，经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持有基金份

额10%以上（含10%，下同）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基金管理人收到提议当日的基金

份额计算，下同）提议时，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1）终止基金合同，但在

基金规模低于5000万元的情况下除外” ，以及“二十、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

财产的清算” 之“（二）本基金合同的终止” 约定：“4.若基金规模低于5000万元，基

金管理人有权在不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情况下终止基金合同” ；同时，根据

《运作办法》第四十一条，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

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提出解决方案。

截至2019年6月5日，本基金已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

元的情形，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经履行相关程序，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决定终止基

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特此提示。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降低对于现有及潜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影响，本基金已于2019年5月29日

起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的赎回业务正常进行。

2、经履行相关程序，基金管理人将有权决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

合同》的约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赎

回等业务，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3、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fund001.com）

或相关销售机构查阅《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交银

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免长途话费），021-61055000咨询有关详情。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增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2019年6月6日起，增加建设银行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基金代码：A类 007300、C类007301，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代销机构。

根据本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发布的《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本基金自2019年5月22

日到2019年6月21日，通过本公司的直销柜台和网上交易直销、代销网点等销售机

构发售。 本公司可根据募集情况适当延长或缩短本基金的募集期限并及时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 敬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相关基金招募

说明书及更新公告，咨询有关基金的详情。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21-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cpicfunds.com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33

网站：www.ccb.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办理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和赎回等相

关业务。

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就增加建设银行为本基金代销机构的事项予以公告。 今后建设银

行若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届时将另行公告。

2、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

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

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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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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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19年5月21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可参与利润分配

的总股本为3,195,833,848股（扣除截至目前回购公司股份总数49,270,100股）,�公司

本次现金分红共计319,583,384.80元。

2、本次权益分派按公司总股本3,245,103,948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09848171

元/股。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

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0.09848171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5月21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8年末账面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总股数

后3,195,833,848股为基数，每10股派送1.0元 (含税)现金股利，合计319,583,384.80元；

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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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3,

195,833,848.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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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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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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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1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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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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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

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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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2 01*****929 姜滨

3 00*****761 姜龙

4 01******828 胡双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6月3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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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次权益分派无转增股本情况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268号

2、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人：贾军安、贾阳

4、咨询电话：0536-3055688�传真号码：0536-305677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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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甘肃张掖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比例增加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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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祁连山” ）

收到参股子公司甘肃张掖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巨龙公司” ）工商变

更通知书，变更后本公司持有巨龙公司的股权比例由26%增加至48.78%，为巨龙公司

的第二大股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巨龙公司基本情况

1、变更前

名称：甘肃张掖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069560693X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冶金建材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蒋朝晖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09年10月26日

营业期限：2009年10月26日至2039年10月25日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销售，水泥制品、砼搅拌生产、销售、余热发电（经营范围中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行政许可证件经营）

股权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比（%）

1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00 26

2 甘肃黑河水电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600 26

3 张掖市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200 12

4 张掖市三强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200 12

5 张掖市龙腾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1200 12

6 临泽县生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200 12

合计 10000 100

2、变更后

名称：甘肃张掖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069560693X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冶金建材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杜勇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09年10月26日

营业期限：2009年10月26日至2039年10月25日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销售，水泥制品、砼搅拌生产、销售、余热发电（经营范围中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行政许可证件经营）

股权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比（%）

1 甘肃黑河水电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22 51.22

2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78 48.78

合计 10000 100

二、情况说明

（一）历史沿革

本公司分别于2011年3月7日和2012年3月27日召开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和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收购甘肃黑河水电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甘肃张掖建材有限责任公司26%股权的议案》，批准本公司以现金6000万元受让甘

肃黑河水电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黑河水电” ）持有巨龙公司26%的股

权， 详细内容参见本公司于2011年3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祁连山对外投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1-006。

同时黑河水电与本公司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黑河水电承诺在巨龙公司重大

决策、内部控制体系、风险管理、运营管理事项、提案权、表决权等方面与本公司保持

一致，本公司与黑河水电合计持有巨龙公司52%的股权，基于此，由本公司合并巨龙

公司会计报表。

2018年6月13日，本公司公告自2018年6月1日起不再将巨龙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

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

（二）股权来源

2018年11月16日， 在张掖市甘州区政府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分行的协

调下，为整体解决巨龙公司的经营困难，促进巨龙公司的持续发展，经各方多次协

商，祁连山、黑河水电、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分行及张掖市甘州区政府四方签

署备忘录，达成共识。

1、 由黑河水电按照国资部门核准的价格收购四家民营股东在巨龙公司的全部

48%股权。

2、黑河水电与祁连山均认可按照2011年1月6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

祁连山在收购巨龙公司股权时存在的或有负债损失由原股东承担。 经双方核对确

认，由原股东黑河水电承担的或有负债损失1519万元（承担事项包括：水泥票案件或

有损失、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应收款项坏账损失等）。双方同意，根据在当地国资部门

备案，以甘肃天一永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甘肃张掖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股权转让涉及整体资产评估报告》（天一永信评报字[2018]015号）” 为依据，按

照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黑河水电以持有巨龙公司22.78%股权抵偿其应承担的或

有负债损失1519万元。 由于巨龙公司上述应收款清理、案件处理尚未全部完毕，最终

损失金额尚未最终确定，待上述事项完毕后，若出现差额，双方承诺以现金或其他方

式进行补足。

2019年5月9日，祁连山与黑河水电签署了《以股抵债协议》，并于2019年6月3日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至此，祁连山持有巨龙公司股权比例由26%增至48.78%。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对巨龙公司持股比例的增加，达不到对巨龙公司进行控制的标准，并未

改变本公司对巨龙公司的参股地位，现有的会计核算方法也不发生变化，不会对本

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巨龙公司股东，本公司将发挥在水泥行业的专

业优势继续给予其相应支持，以期巨龙公司获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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