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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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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交银金融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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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2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16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657,062,509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1,584,043,1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30,073,01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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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9.559879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9.0644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40.49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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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任德奇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4人，李龙成非执行董事、陈绍宗非执行董事、宋洪军非执行董事、陈俊奎非

执行董事、刘浩洋非执行董事、李健独立董事、刘力独立董事、杨志威独立董事、胡展云独立董事、蔡浩仪独立

董事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本公司在任监事10人，出席4人，张民生监事、王学庆监事、唐新宇外部监事、夏智华外部监事、李曜外

部监事、陈汉文外部监事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执行董事候选人刘珺、董事会秘书顾生及部分高管层成员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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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0,009,807 99.981313 2,095,813 0.009710 1,937,499 0.008977

H

股

30,007,148,473 99.865674 24,171,000 0.080442 16,190,660 0.053884

普通股合计：

51,587,158,280 99.914016 26,266,813 0.050874 18,128,159 0.035110

2.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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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0,009,907 99.981314 2,095,813 0.009710 1,937,399 0.008976

H

股

30,007,148,473 99.865674 24,171,000 0.080442 16,190,660 0.053884

普通股合计：

51,587,158,380 99.914016 26,266,813 0.050874 18,128,059 0.035110

3.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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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0,036,413 99.981437 2,094,807 0.009705 1,911,899 0.008858

H

股

30,007,148,473 99.865674 24,171,000 0.080442 16,190,660 0.053884

普通股合计：

51,587,184,886 99.914067 26,265,807 0.050872 18,102,559 0.035061

4.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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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1,839,512 99.989791 1,748,307 0.008100 455,300 0.002109

H

股

30,058,656,754 99.952241 0 0.000000 14,362,636 0.047759

普通股合计：

51,640,496,266 99.967930 1,748,307 0.003385 14,817,936 0.028685

5.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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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1,346,312 99.987506 2,105,207 0.009753 591,600 0.002741

H

股

30,058,654,224 99.952232 0 0.000000 14,365,166 0.047768

普通股合计：

51,640,000,536 99.966971 2,105,207 0.004075 14,956,766 0.028954

6.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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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1,295,812 99.987272 2,084,707 0.009658 662,600 0.003070

H

股

30,057,398,224 99.948056 1,259,031 0.004186 14,362,135 0.047758

普通股合计：

51,638,694,036 99.964442 3,343,738 0.006472 15,024,735 0.029086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追加2020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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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1,066,512 99.986209 2,455,907 0.011379 520,700 0.002412

H

股

30,031,801,580 99.862941 26,851,561 0.089288 14,366,249 0.047771

普通股合计：

51,612,868,092 99.914447 29,307,468 0.056734 14,886,949 0.028819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廖宜建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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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4,254,992 99.861990 29,232,027 0.135434 556,100 0.002576

H

股

29,695,019,830 98.743061 363,637,425 1.209181 14,362,135 0.047758

普通股合计：

51,249,274,822 99.210587 392,869,452 0.760534 14,918,235 0.028879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向东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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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1,439,912 99.987939 2,067,807 0.009580 535,400 0.002481

H

股

30,043,402,224 99.901516 15,255,031 0.050726 14,362,135 0.047758

普通股合计：

51,624,842,136 99.937626 17,322,838 0.033535 14,897,535 0.028839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晓慧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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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18,975,166 99.698537 64,512,953 0.298892 555,000 0.002571

H

股

29,605,947,531 98.446874 452,709,724 1.505368 14,362,135 0.047758

普通股合计：

51,124,922,697 98.969860 517,222,677 1.001263 14,917,135 0.028877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鞠建东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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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1,338,312 99.987468 2,067,907 0.009581 636,900 0.002951

H

股

30,058,038,224 99.950184 3,031 0.000010 14,978,135 0.049806

普通股合计：

51,639,376,536 99.965763 2,070,938 0.004009 15,615,035 0.030228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珺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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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8,143,392 99.880005 25,210,527 0.116802 689,200 0.003193

H

股

29,883,335,461 99.369255 175,321,794 0.582987 14,362,135 0.047758

普通股合计：

51,441,478,853 99.582664 200,532,321 0.388199 15,051,335 0.029137

13.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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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1,000,911 99.985905 2,162,908 0.010021 879,300 0.004074

H

股

30,058,650,611 99.952220 6,644 0.000022 14,362,135 0.047758

普通股合计：

51,639,651,522 99.966295 2,169,552 0.004200 15,241,435 0.0295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

1

的表决情况

（

1

不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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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6,433,145,683 99.965758 1,748,307 0.027167 455,300 0.007075

6

关于聘用

2020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432,601,983 99.957309 2,084,707 0.032395 662,600 0.010296

8

关于选举廖宜建先生

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6,405,561,163 99.537117 29,232,027 0.454241 556,100 0.008642

9

关于选举张向东先生

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6,432,746,083 99.959548 2,067,807 0.032132 535,400 0.008320

10

关于选举李晓慧女士

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6,370,281,337 98.988898 64,512,953 1.002478 555,000 0.008624

11

关于选举鞠建东先生

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外部监事的议案

6,432,644,483 99.957970 2,067,907 0.032134 636,900 0.009896

12

关于选举刘珺先生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6,409,449,563 99.597540 25,210,527 0.391751 689,200 0.0107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12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

同意，获得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13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3.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会议的监票人。本公司法人股东

代表李惠乾先生、个人股东陈隃先生、监事关兴社先生，以及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李开叶律师于本次会议

上共同负责了计票和监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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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叶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36� � �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0一083

债券代码：112684� � � �债券简称：18联创债 债券代码：128101� � � � �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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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行权的期权简称：联创 JLC1

2、本次行权的期权代码：037824

3、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13.55万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222%。

4、本次股票期权行权采用集中行权模式。

5、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

6、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数量：131人。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 公司于2019年3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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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监事会对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激励对象符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公司于2019年3

月27日至2019年4月8日通过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公司公告宣传栏进行

公示，并于2019年4月9日披露了《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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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

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

需的全部事宜。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披露了《联创电子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3、 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授予数

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

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

见书。

4、 公司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

则，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并于2019年6月10日披露

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5、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修订后的激励计划的内容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

对《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修订不会导致提前

行权、解除限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江西华邦律师

事务所对此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6、 公司于2020年6月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

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与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

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

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合计行

权数量为113.55万份，占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总数的48.11%。

2、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3、本次行权人数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共计131人，具体数据如下：

姓名 职位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本次可行权数量（万

份）

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万

份）

饶威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5.00 7.50 7.50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

业务人员（

130

人）

221.00 106.05 106.05

合计

236.00 113.55 113.55

4、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后续行权安排

鉴于公司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其中6名获授股票期权，公司对其已授

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8.90万份予以注销。 详见公司2020年6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

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5、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6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前6个月未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行权股票的市流通日:2020年6月30日。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13.55万份。

3、本次行权股票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75,000股，经核查，本次参与行权的人员中高级管

理人员1名，合计75,000份股票期权行权，本次行权的股票受每年不超过25%转让限制。

4、本次行权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6,113,105 0.66 +75,000 6,188,105 0.6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23,033,768 99.34 -75,000 922,958,768 99.33

三、总股本

929,146,873 100.00 929,146,873 100.00

注：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在职期间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75%

股份将继续锁定。最终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数

据为准。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

条件。

四、本次行权缴款、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6月9日出具的大华验字[2020]000259

号《验证报告》，截至2020年6月9日止，联创电子已收到131名符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条件

的激励对象行权款8,448,120.00元。本次期权可行权的数量113.55万份，行权价格7.44元/份，行

权总金额人民币8,448,120.00元已汇入联创电子股权激励行权资金专户。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因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募集资金8,448,120.00元， 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13.5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222%，对公司最近一

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股权激励

行权资金实收情况《验证报告》

2、《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申请表》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

股票代码：200771� � � �股票简称：杭汽轮B� � � �公告编号：2020-41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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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9�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按公司2019年度末总股本754,010,400股扣除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已

回购库存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元（含税），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公司回购的库存股不参与利润分配。

2、公司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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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分配比例固定

的方案进行权益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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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为了保证利润分配方案的正常实施，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申请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承诺不进行回购。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6月5日召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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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54,010,400股（其中B股：274,185,

600股；内资股479,824,8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0,207,925股后743,802,4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B股非居民企业、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扣税

后每10股派现金1.80元，持有无限售股份的境内（外）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先按每10股派现金2.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

补缴税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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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特别说明：由于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税。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B股股息折算汇率由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规定 （如果

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作出规定，将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0

年6月8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1：0.9146）折合港币

兑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0年7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月8日；股权登记

日为：2020年7月10日。

本次权益分派内资股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1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7月10日（最后交易日为2020年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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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股股东；截止2020年7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内资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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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20年7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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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B股股东于2020年7月10日办

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发起人国有法人股现金红利本公司将自行派发。

五、其他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请

于 2020年7月30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

公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六、咨询机构及联系人

1、咨询机构：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规处

2、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东新路1188号汽轮动力大厦

3、咨询联系人：王财华、方子熙

4、咨询电话： 0571-85780438、0571-85784762

5、传真电话：0571-85780433

七、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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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3、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20-037

优先股代码：140001、140007� � � �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01、宁行优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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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0年5月18

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2、2020年5月15日，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379,686,758?股挂牌上市，公司总股本由5,

628,329,528变更为6,008,016,286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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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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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008,016,286股为基数，向全体普

通股股东每10股派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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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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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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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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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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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月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0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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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股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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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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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065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3 08*****407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08*****551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6月30日至登记日2020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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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

咨询联系人:童卓超

咨询电话：0574-87050028

传真电话：0574-8705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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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061� � �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2020-082

债券代码：128107� � � �债券简称：交科转债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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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30日一2020年6月30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上午9:15一

9:25,9:30一11:30�和下午1:00一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2031号钱江大厦2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董星明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2人，共计代表股份822,681,366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59.803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786,220,97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7.1531%。

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列席见证。

3.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36,460,39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6504%。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1人，代表股份36,460,39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6504%。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关停化工板块江山基地暨签订〈关停及收储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2,238,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2%。反

对4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17,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98.7850%；反对4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1.215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梁瑾律师、叶远迪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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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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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一）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已获2020年5月8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内容详见2020年5月9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49）。

（二） 自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权益分派实施期间本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将按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实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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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9年度。

（二）发放范围：2020年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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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配方案：以本公司现有总股本514,805,6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5,740,280.9元。

（四）扣税情况:A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境外战略投资者以及持有首

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扣税后，每10股派发现金0.45元（现金红利按派息金额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税率按10%计征）；持有非首发前限售股、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先按每10股派0.50元，待投资者减持股票时，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首发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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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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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元（实际应补缴税率20%）；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实际应补缴税率10%）；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6日。

（二）除权除息日：2020年7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截至2020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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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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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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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股东名称：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账号：08*****538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6月24日至登记日：2020年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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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有关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268号公司办公楼5楼

联系人：孙鑫； 电话：0851-86301022； 传真：0851-86302674

七、备查文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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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三）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关于中金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包括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7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金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金瑞祥

基金主代码

006279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中金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中金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7

月

1

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

年

7

月

1

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为保护中金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中金瑞祥

A

中金瑞祥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006279 006280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

额申购（包括转换转入转

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自2020年7月1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超过1000元的大额

申购（含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 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icc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68-1166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