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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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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459,750股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82元

每股转增0.1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6 2022/6/7 2022/6/8 2022/6/7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18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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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5,333,500股为基

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1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7,370,697.00元，转增20,533,35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225,866,850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6 2022/6/7 2022/6/8 2022/6/7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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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东QM5� LIMITED， 徐农，LIU� Michael� Mingyan （刘明

岩），南通宸弘经济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FAN� DAVID（范湘龙）所持股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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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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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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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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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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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20%；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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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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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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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1638元。

(3)�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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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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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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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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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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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82元。

五、股本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股本总数 205,333,500 20,533,350 225,866,850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459,750股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225,866,850股摊薄计算的2021年度每股

收益为0.83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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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8266088

电子信箱：ir@sanyou-medical.com

特此公告。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关于国泰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国泰中证

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国泰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泰中

证基建ETF” ）、国泰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国泰中证新能源汽车ETF” ）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2年5月

27日起， 本公司选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国泰中证基建ETF （代码：

159619）、国泰中证新能源汽车ETF（代码：159806）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经理休假期间由他人代为履职的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经理丁锐女士于

2022年6月1日起休产假超过30日，经本公司决定：

丁锐女士休假期间，其管理的东方红鑫安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东方红鑫泰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李燕女士代为管理；其

参与管理的东方红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同为该基金基金经理的李燕女

士进行管理；其参与管理的东方红优质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由

同为该基金基金经理的王佳骏女士进行管理；其参与管理的东方红货币市场基

金由同为该基金基金经理的李燕女士、高德勇先生进行管理。

李燕女士、王佳骏女士、高德勇先生均具备基金经理任职资格。

上述事项已根据相关法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关于增加洪泰财富（青岛）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为东方基金旗下部分

基金销售机构同时开通定投及转换业务并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洪泰财富（青岛）

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洪泰财富” ）协商一致，自2022年5月30日

起，新增洪泰财富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业务(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并参与上述销售机构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费率优惠活动。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及业务类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开通业务

1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400005（A类）

400006（B类）

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转换业务(仅限前端申

购模式)

2 东方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001987

3 东方金证通货币市场基金 009976（B类）

4 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30

5 东方臻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837（A类）003838（C类）

6 东方臻宝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10（A类）006211（C类）

7 东方臻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12（A类）006213（C类）

8 东方臻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63（A类）009464（C类）

9 东方恒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565（A类）010566（B类）

010567（C类）

10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9（A类）009456（C类）

11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27（A类）400029（C类）

12 东方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65（A类）009466（C类）

13 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6

14 东方兴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539（A类）012540（C类）

15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1

16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3(前端)

17 东方策略成长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7(前端)

18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23（A类）002068（C类）

19 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32

20 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18（A类）002060（C类）

21 东方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84（A类）001385（C类）

22 东方互联网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74

23 东方区域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14

24 东方周期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44

25 东方支柱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05

26 东方民丰回报赢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05（A类）004006（C类）

27 东方欣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70（A类）009471（C类）

28 东方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25

29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20（A类）001121（C类）

30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02

31 东方人工智能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44

32 东方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5

33 东方城镇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35

34 东方中国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999

35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98（A类）002163（C类）

36 东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95（A类）002162（C类）

37 东方盛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97（A类）009590（C类）

38 东方价值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166（A类）007686（C类）

39 东方成长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3（A类）007687（C类）

40 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20

41 东方量化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16

42 东方量化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85（A类）014724（C类）

43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1（A类）014986（C类）

44 东方汽车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560（A类）014561（C类）

45 东方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352（A类）014353（C类）

46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96（A类）002192（C类）

47 东方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45

48 东方金证通货币市场基金 002243（A类）

开户、申购、赎回业务(仅限

前端申购模式)

49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324（A类）003325（C类）

开户、申购、赎回、转换

业务(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50 东方永泰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15（A类）006716（C类）

51 东方卓行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322（A类）008323（C类）

52 东方永悦18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177（A类）009178（C类）

53 东方臻萃3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61（A类）009462（C类）

备注：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永泰纯债1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卓行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

永悦18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臻萃3个月定期开放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尚在封闭期内，待封闭期结束，本公司会及时发布相关开

放公告，敬请留意。 具体业务办理流程、规则请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

1.自2022年5月27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非直销机构对东方金账簿

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500万元以上（不含500万元）申购（包括日

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

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500万元以上（不含500

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2.自2019年3月21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金元宝货币市场基

金的单笔金额6000万元以上（不含60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

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

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6000万元以上（不含6000万元）。 对于超

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3.自2019年2月25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金证通货币市场基

金A类份额的单笔金额5000万元以上（不含50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

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

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5000万元以上 （不含5000万

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4.自2020年4月3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臻宝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5万元以上（不含5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

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

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5万元以上（不含5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

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5.自2020年4月30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互联网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1千元以上（不含1千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

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

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千元以上（不含1千元）。 对于超过限

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6.自2020年8月31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盛世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

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

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以上 （不含100万

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7.自2021年3月8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成长收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

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

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50万元以上 （不含50万

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8.自2021年11月3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量化多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

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

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9.自2022年2月16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基

金的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

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

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

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10.自2022年5月19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臻选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100元以上（含100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

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

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00元以上（含100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

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11.自2022年5月25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臻慧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100元以上（含100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

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

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00元以上（含100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

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12.后续产品上线及业务开通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费率优惠安排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2年5月30日起，投资者通过洪泰财富指定平台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和转换转入）上述基金时，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费率不低于1

折，具体费率折扣及费率优惠期限请以洪泰财富的规则为准。 原申购费为固定

费用的，不享受优惠，按固定费用执行。

2.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且在洪泰财富销售的非零申购费率开放式基金。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洪泰财富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申

购当日起，自动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3.费率优惠期限

截止时间以洪泰财富官方网站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

的日

常的申购费率相同。 基金“暂停申购” 期间，对于“暂停申购” 前已开通定

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 “暂停申购” 前未开通定期定

额投资业

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以公

告为准。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

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 上

述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

式下的转换业务。

4.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上述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相关活动的

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以上述机构网站或平台的最新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

注。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洪泰财富（青岛）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9-598

网址：www.hongtaiwealth.com

2.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28-5888

网址：www.orient-fund.com

五、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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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

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

的风险承受能力， 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

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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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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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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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6/2 － 2022/6/6 202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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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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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98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0,4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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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6/2 － 2022/6/6 2022/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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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王振滔、王进权、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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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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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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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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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2009年1月23日国家税

务总局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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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扣除10%

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按每股人民币0.45元进行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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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

通）， 其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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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互联

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

扣所得税，即按每股人民币0.45元进行派发。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50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7-67915188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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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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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

立董事刘洪光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独立董事在同一家上市公司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刘洪光先生因连

续任职满六年，于2022年5月26日任期届满离任，同时不再担任公司薪酬和考核

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鉴于刘洪光先生届满离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成员不足三名，且低于董事

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前， 刘洪光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

在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关职责。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独立

董事的补选工作。

刘洪光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职，为公司的规范运

作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刘洪光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

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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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与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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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资” ）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为322,416,8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07%。 本次股份质押后，傲农

投资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85,051,933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57.40%，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22.43%。

●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05,479,29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2.78%。 本次股份质押后，吴有林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94,613,9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89.7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47%。

● 截至2022年5月26日，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厦门裕泽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裕泽投资” ）、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

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281,606,733股，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的60.4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4.13%。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情况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于

2022年5月26日收到控股股东傲农投资与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的通知， 基于拟

对部分存量质押进行结构调整及置换的安排，傲农投资及吴有林先生近期办理了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股份质押业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傲农投资 傲农投资 傲农投资

本次解质股份 7,000,000股 2,300,000股 4,3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17% 0.71% 1.3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5% 0.28% 0.52%

解质时间 5月23日 5月19日 5月16日

持股数量 322,416,869股 322,416,869股 322,416,869股

持股比例 39.07% 39.07% 39.0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85,051,933股 185,051,933股 185,051,933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7.40% 57.40% 57.4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2.43% 22.43% 22.43%

傲农投资本次解质股份暂无用于后续质押的安排，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傲农投

资

是 70 否 是

2022年5月

16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金

融中心支行

0.22% 0.08%

生产经

营

傲农投

资

是 2,253.81 否 否

2022年5月

12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华能贵诚信

托有限公司

6.99% 2.73%

生产经

营

吴有林 否 553 否 否

2022年5月

12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浙江炳炳典

当有限公司

5.24% 0.67%

补充流

动资金

傲农投

资

是 1,603.81 是 否

2022年5月

11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华能贵诚信

托有限公司

4.97% 1.94%

生产经

营

吴有林 否 650 是 否

2022年5月

11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华能贵诚信

托有限公司

6.16% 0.79%

生产经

营

3、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的情况。

4、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执行董事，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吴有林先生与其配偶共同

设立的合伙企业，吴有材为吴有林的弟弟，傅心锋、张明浪为吴有林的姐夫，郭庆

辉为吴有林的妹夫，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吴有林先

生（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厦门裕泽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互为一

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

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 质 押后

累计 质押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傲农

投资

322,416,869 39.07 159,375,827 185,051,933 57.40 22.43 9,038,053 0 69,081,296 0

吴有林 105,479,292 12.78 82,583,900 94,613,900 89.70 11.47 6,500,000 0 10,859,855 0

裕泽

投资

34,719,710 4.21 0 0 0.00 0.00 0 0 34,719,710 0

吴有材 3,176,029 0.38 1,940,900 1,940,900 61.11 0.24 0 0 0 0

傅心锋 149,500 0.02 0 0 0.00 0.00 0 0 84,500 0

张明浪 115,050 0.01 0 0 0.00 0.00 0 0 63,700 0

郭庆辉 115,050 0.01 0 0 0.00 0.00 0 0 63,700 0

合计 466,171,500 56.49 243,900,627 281,606,733 60.41 34.13 15,538,053 0 114,872,761 0

注： 裕泽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与其配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

吴有林先生及裕泽投资合计持股总数为140,199,002股， 合计质押股数为94,613,

900股，占吴有林先生及裕泽投资持股总数的67.49%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有林先生（公

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合计质押股

份数量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

1、傲农投资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37,935,332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11.77%，占公司总股本的4.60%，对应融资余额为30,714.79万元；傲农投资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1,310,495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3.51%，占

公司总股本的1.37%，对应融资余额为5,200万元。

吴有林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3,893,900股， 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41.61%，占公司总股本的5.32%，对应融资余额为27,431.88万元；吴有林先

生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1,94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1.32%，

占公司总股本的1.45%，对应融资余额为13,000万元。

吴有材先生质押股份数量为1,940,900股，均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的61.11%，占公司总股本的0.24%，对应融资余额为75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

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质押风险在

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支付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

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

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及补

充协议，现将相关业务开通情况公告如下：

一、从2022年5月27日起，招商银行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海积极增利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001279）；中海海颐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A（前端基金代码：013581）；中海海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前端

基金代码：013582）。

届时投资者可通过招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

金定投及其他相关业务。

二、本公司将同时在招商银行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单笔转出最低申请

份额为1份。

三、本公司将同时在招商银行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每期定投

最低扣款金额1元。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银行

客服电话：95555

2、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788（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zhfund.com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情，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文件，或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788或021-38789788），或

登陆本公司网站（www.zhfund.com）查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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