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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20年5月21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20年5月

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56,884,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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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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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分配总额固定，本次实施

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本次利润分配的实施距2019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利润分配方案未超过两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1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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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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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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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

咨询联系人：胡照顺 陈钊

咨询电话：0539-6263620

传真电话：0539-6263620

六、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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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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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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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得2020

年5月22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审议及其他情况

1、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得2020年5月22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以未来实施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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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上市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

利” ，经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27,536,977股，公司实际发行在外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

份、配股、质押、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的股数为810,037,139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按公

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实施，并保持分配比例不变。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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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间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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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37,139.00

股为基数，其中回购股份27,536,977.00股，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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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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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

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81,003,713.90元=810,037,139股×

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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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6712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096712元/股=81,003,713.90元÷837,574,116�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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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712元。

四、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11日。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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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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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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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人名称或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号码

1 刘志坚 013****948

2 刘 琪 011****351

3 刘绍宏 012****390

4 徐 昭 010****942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6月4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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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咨询方式

1、咨询机构：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2、咨询地址：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北工业园保顺路8号

3、咨询联系人：吴昌国先生、武振生先生

4、咨询电话：0553-5316355、5316333转9037

5、传真电话：0553-531657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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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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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

月22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2019年末总股本扣减截至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已回购股份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30元（含税），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自分配预案首次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2019年

末总股本2,024,379,932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已回购股份104,838,238股后的1,919,541,694

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30元（含税），公司本次现金分红共计人民币249,

540,420.22元。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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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2019年末总股本2,024,379,932股扣减截至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已回购股份104,838,238股后的1,919,541,694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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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元人

民币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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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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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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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1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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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权益分派办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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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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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99 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08*****919 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999 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4 08*****909 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6*****901 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信用）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6月3日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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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 即1,919,

541,694股×0.13元/股=� 249,540,420.22元。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

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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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249,540,420.22元÷2,

024,379,932股=0.1232676元/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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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格-0.1232676元/股。

七、咨询方式

联系机构：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33979919

联系邮箱：ir@ztgame.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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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

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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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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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4日发布了 《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现对上述公告补充更正如下：

更正前：

5、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目前公司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复核申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

订）》第 15.1�条、第 15.2�条、15.4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公司提交的复核申请

后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受理的决定后，深交所上诉复

核委员会作出维持终止上市决定，该决定为终局决定。自深交所上诉复核委员会作出维持终

止上市决定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交易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更正后：

5、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目前公司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复核申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

订）》第 15.1�条、第 15.2�条、15.4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公司提交的复核申请

后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受理的决定后，深交所上诉复

核委员会作出维持终止上市决定，该决定为终局决定。本次提交复核不影响公司进入退市整

理期时间，公司股票于2020年6月5日进入退市整理期。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4日

证券代码：200160� � � �证券简称：东沣B� � � �公告编号：2020-067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

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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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

市。在退市整理期期间，公司股票价格即使达到1元面值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相关规定，亦不能改变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作出的终止上市决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4.5.1的规定，公司申请重新上

市应该符合的条件包括最近三年公司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公司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正值且累计超过三千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等等。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253.37万元。

公司已于2020年6月3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复核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 15.1�条、第 15.2�条、15.4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收

到公司提交的复核申请后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受理

的决定后，深交所上诉复核委员会作出维持终止上市决定，该决定为终局决定。

公司股票于2020年6月5日进入退市整理期， 如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公司复核申请后，深

交所上诉复核委员会作出维持终止上市决定， 在退市整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后公司股票将

被摘牌。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5月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东沣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0]446号)，2020年5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

所决定公司（证券简称：东沣B，证券代码：200160）股票终止上市。公司股票将于2020年6月5

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现将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相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代码：200160

2、证券简称：东沣B退

3、涨跌幅限制：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及预计最后交易日期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0年6月5日， 退市整理期为三十个交易日，

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 2020年7月20日（最后交易日期为预计时间，公司后续将根据国家法定

节假日安排另行通知），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全天停牌不计入退市整理期。公司因特

殊原因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超过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

期间，公司股票交易的涨跌幅限制、行情揭示、公开信息等其他交易事项遵守《交易规则》等

相关规定。

公司已于2020年6月3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复核申请，如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受理的

决定后，深交所上诉复核委员会作出维持终止上市决定，在退市整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后公

司股票将被摘牌。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在首个交易日、前二十五个交易日的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股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并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特别规定（2017�年修订）》的相关

规定，公司承诺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985� � � �证券简称：北摩高科 公告编号：2020-017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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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获

2020年6月2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2020年6月2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150,16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150,16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分

配。2019年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公司本次实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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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

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

两个月。 公司拟派现金分红占公司当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70.73%，符

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 关于现金分红比例的要

求。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0,16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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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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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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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11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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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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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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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河工业园区北摩高科

2.咨询联系人：张迎春

3.咨询电话：010-80725911/5922

七、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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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6月05日

证券代码：002776� � � �证券简称：柏堡龙 公告编号：2020-015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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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年6月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娜娜女士的发来的 《关

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陈娜娜女士持有公司99,370,92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47%（其中无

条件限售股为24,842,732股，有条件限售股为74,528,194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二）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取得的股份。

（三）拟减持数量及比例：陈娜娜女士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三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759,782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

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2%。

（四）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五）减持方式：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六）减持价格区间：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七）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计划减持股东股份锁定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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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3、如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4、 除上述锁定期外，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陈娜娜女士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股东陈娜娜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

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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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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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三）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陈娜娜女士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五、备查文件

《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450�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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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财务数据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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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分别于2020年6月2日、2020年4月27日

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发布了《2019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经核查发现披露信息有误，现做更

正，具体更正信息如下。

一、《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更正内容如下：

1、原文：

合并利润表：本期发生额

财务费用 174,685,686.93�元

其中：利息费用 10,491,766.65�元

利息收入 140,344,405.83�元

更正后：

合并利润表：本期发生额

财务费用 174,685,686.93�元

其中：利息费用 140,344,405.83�元

利息收入 10,491,766.65�元

2、原文：

合并现金流量表：本期发生额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13,056,716,218.00元

更正后：

合并现金流量表：本期发生额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11,556,736,304.89元

3、原文：

合并现金流量表：本期发生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17,848,166,267.66元

更正后：

合并现金流量表：本期发生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16,348,186,354.55元

4、原文：

合并现金流量表：本期发生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3,702,784,232.19元

更正后：

合并现金流量表：本期发生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202,804,319.08元

5、原文：

合并现金流量表：本期发生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3,760,730,770.96元

更正后：

合并现金流量表：本期发生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2,260,750,857.85元

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更正内容如下：

1、原文：

合并现金流量表：上期发生额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13,056,716,218.00元

更正后：

合并现金流量表：上期发生额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11,556,736,304.89元

2、原文：

合并现金流量表：上期发生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17,848,166,267.66元

更正后：

合并现金流量表：上期发生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16,348,186,354.55元

3、原文：

合并现金流量表：上期发生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3,702,784,232.19元

更正后：

合并现金流量表：上期发生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202,804,319.08元

4、原文：

合并现金流量表：上期发生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3,760,730,770.96元

更正后：

合并现金流量表：上期发生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2,260,750,857.85元

5、原文：

合并现金流量表：上期发生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13,760,730,770.96元

更正后：

合并现金流量表：上期发生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12,260,750,857.85元

除上述更正的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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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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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披露了《关于收

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53），公告中提及的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北

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家全资子公司” ）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19年7月22日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北京高院）立案受理。

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回起诉的 〈民事裁定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45），北京高院裁定撤回起诉后，公司积极组织律师团队讨

论，并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提起诉讼，经北京二中院审查，

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北京二中院已决定登记立案。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诉讼基本情况：

原告一：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二：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原告三：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

原告四：北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被告一：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

案号为：（2020）京02民初285号。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部分银行存款人民币5,000万元及对应欠付的利息。

2、请求判令二被告因其对原告账户存款资金保管不当，造成原告无法使用银行账户资

金遭受的部分损失，暂计人民币5亿元。

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三、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初285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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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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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0年5月28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156,278,

0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34,688,342.55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结转入下一年度；公司2019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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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

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未超过两

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56,278,085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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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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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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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1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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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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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吴培服

2 01*****174 吴迪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6月3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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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1号

咨 询 人：花 蕾

电 话：0527-84252088

传 真：0527-84253042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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