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16� � �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2019-032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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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5月7日召开的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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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

815,6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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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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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0.0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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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1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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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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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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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SUPER�SMART�HOLDINGS�LIMITED

2 08*****100 EAST�JOY�ASIA�LIMITED

3 08*****101 CHAMP�DAY�INVESTMENT�LIMITED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6月11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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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

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的股份登记期间内，三全食品有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事项，公司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进

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应由4.33元/股调整为4.30元/股；尚未解锁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

由4.28元/股调整为4.25元/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须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执行。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366号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徐晓

咨询电话：0371-63987832

传真电话：0371-63988183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19年6月12日起，通过华

夏银行办理华夏睿磐泰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202）和华夏睿磐泰

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5177）、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

码：005178）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华夏银行办理上述基

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具体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遵

循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华夏银行的

有关规定。华夏银行的业务办理状况请遵循其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华夏银行客户服务电话：95577；

华夏银行网站：www.hxb.com.cn；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一览表》进行查询，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

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情况的信息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华夏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开通状况一览表》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6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734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克平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张帆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克平

任职日期 2019年6月10日

证券从业年限 5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4年7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机构权益投资部研究员、投资经理助理等。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0031

华夏复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9年1月24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学历、学位 经济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登记

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新增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由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确认，自2019年6月12日起，战略新兴成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华夏中

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部分销售机构为申购赎回代

办证券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申赎代办证券公司及对应基金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申赎代码 新增申赎代办证券公司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战略新兴成指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战略新兴 512771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18.cn 95357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gws.com 400-666-688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dfzq.com.cn 9550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glsc.com.cn 95570

华夏中证央企

结构调整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央企改革 51295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glsc.com.cn 95570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longone.com.cn 95531、400-888-8588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zts.com.cn 9553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95579.com 95579、400-888-899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www.swhysc.com 95523、400-889-5523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hazq.com 95318

投资者可自2019年6月12日起在上述证券公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对应基金的

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各证券公司的规定为准。

二、 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如有疑

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ChinaAMC.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光大保德信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6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诚鑫

基金主代码 00311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翟云飞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曾小丽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翟云飞

任职日期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从业年限 9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

过往从业经历

2010年6月至2014年3月在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其中2010年6月至2011年5

月任职金融工程师（负责量化投资研究），2011年5月至2012年7月任职产品设计

师，2012年7月至2014年3月任职量化投资研究员、行业投资研究员；2014年4月加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金融工程师（负责量化投资研究）、高级量化

研究员，2016年2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风格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2016年12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1

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

年2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创业板量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2305

光大保德信风格轮

动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6年2月4日 -

360001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

心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12月9日 -

003704

光大保德信事件驱

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月18日 -

003069

光大保德信创业板

量化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8年2月13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翟云飞先生简历

翟云飞先生，200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系，2010年获得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统计与金融系博士学位。2010年6月至2014年3月在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任职，其中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任职金融工程师（负责量化投资研究），2011年5月

至2012年7月任职产品设计师，2012年7月至2014年3月任职量化投资研究员、 行业投

资研究员；2014年4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金融工程师（负责量

化投资研究）、 高级量化研究员，2016年2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风格轮动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12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2017年1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2018年2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创业板量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曾小丽女士简历

曾小丽女士，2009年获得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学士学位，2011年获得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学位。2011年7月至2014年7月在大公国际资信评

估有限公司历任分析师、处经理、技术总监/评审委员；2014年8月加入光大保德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信用研究员，现任固收研究负责人，2018年3月至今担任

光大保德信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5月至今担任

光大保德信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10月至今担任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光大保德信安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300622� � � �证券简称：博士眼镜 公告编号：2019-043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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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8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 ）已获2019年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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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且

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7,29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4.983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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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55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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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987169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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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679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0.498396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87,29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22,093,998股。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17日

2、除权除息日：2019年6月1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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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19年6月18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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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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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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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07 ALEXANDER�LIU

2 07*****006 LOUISA�FAN

3 08*****719 建水县江南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 00*****121 刘开跃

5 01*****512 杨秋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6月10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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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9年6月18日。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份 48,877,500 55.99 19,488,285 68,365,785 55.99

其中：高管锁定股 387,500 0.44 154,503 542,003 0.44

首发前限售股 47,000,000 53.84 18,739,694 65,739,694 53.84

股权激励限售股 1,490,000 1.71 594,088 2,084,088 1.7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8,412,500 44.01 15,315,713 53,728,213 44.01

三、总股本 87,290,000 100.00 34,803,998 122,093,998 100.00

注：具体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122,093,998股摊薄计算，2018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49

元。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2201-02单

元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杨秋、熊丹

联系电话：0755-82095801

传真电话：0755-82095526

八、备查文件

1、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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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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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责任。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2019年5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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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1、2019年5月20日，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同意公司以2019年4月26日的总股本1,217,611,874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0000元（含税）。

2、本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仍为1,217,

611,874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

致。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公司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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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217,611,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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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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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分派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17日；

2、除权除息日：2019年6月1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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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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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30 吴志泽

2 02*****072 吴婷婷

3 01*****771 吴婷婷

4 08*****731 上海金纱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19年6月10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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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永嘉瓯北镇双塔路2299号报喜鸟研发大楼11层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谢海静 包飞雪

咨询电话：0577-67379161

传真电话：0577-67315986

七、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时间安排文

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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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监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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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责任。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0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部分监事、高管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司监事余承唐先生及高级管理

人员吴跃现女士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18年11月20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中国证券报》。

截至2019年6月11日，余承唐先生、吴跃现女士减持计划已届满，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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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余承唐先生、吴跃现女士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情

况公告如下：

一、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 吴跃现女士减持实施情况

自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6月11日，吴跃现女士减持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吴跃现 集中竞价

2019/3/12 4.169 140,000 0.0115%

2019/5/13 3.820 300,000 0.0246%

合计 3.931 440,000 0.0361%

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吴跃现 2,300,000 0.1889% 1,860,000 0.1528%

注：公司于2018年11月19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终止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于2019年1月19日发布《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注销

完成的公告》、《关于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次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1,258,205,008元变为1,217,611,874元， 吴跃现女士原持有的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300,000股已完成回购注销， 注销完成后其持有的股份

数量为2,300,000股。

2、 余承唐先生减持实施情况

自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6月11日，余承唐先生未减持本公司股份。

二、 其他事项说明

1、余承唐先生、吴跃现女士实施减持股份计划的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止本公告日，余承唐

先生、吴跃现女士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

完成。

3、余承唐先生、吴跃现女士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

三、备查文件

1、余承唐先生、吴跃现女士签署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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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王健先生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7日接到王健先生

的通知，王健先生计划自2019年5月28日起3个月内，由王健先生或其一致行动人通

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等符合法律的方式增持公司总股本3%的股票。具体

增持计划内容详见2019年5月28日公司在指定媒体（http://www.cninfo.com.cn）发布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L024。

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下午休市后接到王健先生通知，截止2019年6月11日，王健

先生已通过其实际控制的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成鼎

盛” 或“增持主体” ）累计买入公司股票达到52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3%。其中，自

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6月6日期间，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574,100股， 占总股本的

2.60%（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披露的 《关于王健先生增持公司股票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为2019-L045）；6月11日增持公司股份705,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0%。

截至目前，王健先生通过增持主体累计增持股票数量已完成计划增持股票数量

的100%。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票增持主体

增持主体名称：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HTAW56；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苏家屯商贸街1号1层1196；

经营范围：销售棉花、机械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电子产品、矿产

品（经营煤炭的不得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建筑材料、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饲料、针纺织品、文具用品、服装、日用品、体育用品、珠宝首

饰、工艺品、煤炭（不得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货物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股东为：王健（持有出资占注册资本的70%）、王宣哲（持有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30%）。

保成鼎盛系王健先生绝对控股的子公司，作为王健先生履行增持计划的增持主

体。

二、累计增持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 增持均价 占总股本比例

保成鼎盛 集中竞价

2019年6月4日-6月

11日

528万股 5.604元 3%

合计 528万股 3%

三、增持计划实施前后王健先生持股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计划实施前 增持计划实施后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表决权股数

（股）

表决权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表决权股数

（股）

表决权比

例

王健 0 0 9,143,134 5.19% 9,143,134 5.19%

保成鼎盛 0 0 0 0 5,280,000 3.00% 5,280,000 3.00%

合计 5,280,000 3.00% 14,423,134 8.19%

增持计划实施前， 王健先生和增持主体未持有公司股票， 王健先生持有公司9,

143,134股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5.19%；增持计划实施后，王健先生未直接持有

公司股票，持有公司9,143,134股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5.19%，王健先生实际控制

的保成鼎盛持有公司股票5,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王健先生实际持有公司

14,423,134股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8.19%。

四、后续增持计划

本人已完成前期披露的股票增持计划，如有后续增持计划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

披露。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无实际控制

人状态发生变化。

3、王健先生、增持主体承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切实配合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完成股票增持计划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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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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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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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17 － 2019/6/18 2019/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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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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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005,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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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00,55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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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17 － 2019/6/18 201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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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水利部综合开

发管理中心、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由公司直接发放

现金红利。

3.�扣税说明

（1）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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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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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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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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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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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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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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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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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元。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

投资者）的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3801161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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