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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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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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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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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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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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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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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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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相关通知的规定，对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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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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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收到税款后的当月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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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关规定，按10%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135元。如QFII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享受税收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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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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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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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关规定，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3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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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部门：中广天择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1-88745233

特此公告。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招商中证

生物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调整最小申购、

赎回单位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22年5月31日起，调整招商中证生物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场内简称：生物科技ETF招商，基金代码：159849）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

一、调整内容

自2022年5月31日起，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由200万份调整为100万份。

二、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1、2022年5月31日申购赎回清单所列示的前一日最小申购、 赎回单位资产净值为根据调

整后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计算所得。

2、投资人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3、本公告仅对调整本基金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详细情况，请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4、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1）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

（2）本公司网址：www.cm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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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

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

来业绩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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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

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

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

托管人同意后，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管理的部分公募基金参与

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铖昌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网

下申购。 铖昌科技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部分公募基金托管

行的关联方。铖昌科技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68元/股，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

等因素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铖昌科技于2022年5月26日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公募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招商瑞安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8 12314.24

招商瑞信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8 12314.24

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 （免长途话费）， 或登陆网站www.

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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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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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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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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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人福医药集团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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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4,33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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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4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小投资者为持股在公司股份总数

5%以下且不包括以下情况的投资者： 一是现在或过去十二个月内是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二是有限售情形的股东；三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18名，代表股份223,560,3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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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

事长李杰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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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4人，其余董事因工作或疫情防控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其余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在任高管8人，出席7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余高管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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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13,132 99.997 0 0 25,600 0.003

2、议案名称：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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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13,132 99.997 0 0 25,600 0.003

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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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13,132 99.997 0 0 25,600 0.003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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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272,332 99.992 40,800 0.005 25,600 0.003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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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13,132 99.997 0 0 25,600 0.00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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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899,430 99.945 413,702 0.052 25,600 0.003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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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38,732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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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38,732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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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38,732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名张素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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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293,632 99.994 45,100 0.006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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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38,732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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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38,732 100 0 0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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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184,063 99.477 4,154,669 0.523 0 0

1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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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694,732 99.919 644,000 0.081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554,490,373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190,639,896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9,208,463 1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9,855,079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9,353,384 100 0 0 0 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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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

事项的议案

239,409,057 99.817 413,702 0.172 25,600 0.011

7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的议案

239,848,359 100 0 0 0 0

8

关于修订《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年度）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239,848,359 100 0 0 0 0

9

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

议案

239,848,359 100 0 0 0 0

10

关于提名张素华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39,803,259 99.981 45,100 0.019 0 0

11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239,848,359 100 0 0 0 0

12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监

事津贴的议案

239,848,359 100 0 0 0 0

13

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35,693,690 98.268 4,154,669 1.732 0 0

14

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

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239,204,359 99.731 644,000 0.269 0 0

中小投资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小投资者为持股在公司股份总数5%以下且

不包括以下情况的投资者：一是现在或过去十二个月内是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二是有限

售情形的股东；三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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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

项的议案

223,121,041 99.803 413,702 0.185 25,600 0.011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

223,560,343 100 0 0 0 0

8

关于修订 《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年度） 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223,560,343 100 0 0 0 0

9

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

议案

223,560,343 100 0 0 0 0

10

关于提名张素华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23,515,243 99.980 45,100 0.020 0 0

11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223,560,343 100 0 0 0 0

12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监

事津贴的议案

223,560,343 100 0 0 0 0

13

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19,405,674 98.142 4,154,669 1.858 0 0

14

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

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222,916,343 99.712 644,000 0.288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七项、第八项、第十三项、第十四项议案为特别

议案，均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

议案，均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琴、祝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人福医药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股东或代理人、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2年5月27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四川天府银行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天府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2年5月27日起，新增四川天府银行销售

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6435）和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8657）。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新增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滨江中路一段97号26栋

办公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滨江中路一段97号26栋

法定代表人： 邢敏

联系人：代蕾

电话：15681068683

客户服务电话：4001696869

网址：www.tf.cn

二、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696869

网址：www.tf.cn

2、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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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新浪仓石为销售机构

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基金转换业务及参加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与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浪仓石”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

自2022年5月27日起新增委托新浪仓石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同时参加新浪仓石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新浪仓石的规定为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新浪仓石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3605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554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5327 景顺长城景泰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065 景顺长城景泰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7751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760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7272 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08851 景顺长城量化对冲策略三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9098 景顺长城价值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409 景顺长城景泰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190 景顺长城核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376 景顺长城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99 景顺长城安鑫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755 景顺长城安鑫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211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212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027 景顺长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997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998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822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823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130 景顺长城先进智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131 景顺长城先进智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1089 景顺长城景颐惠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090 景顺长城景颐惠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注：上述基金最新业务状态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

科研楼5层51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8号楼新浪总部大厦

法定代表人：穆飞虎

联系人： 邵文静（商务）

电话：18701224200

客户服务电话：010-62675369

网址：http://fund.sina.com.cn/

二、通过新浪仓石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新浪仓石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新浪仓石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

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同时，仍然可以

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

金合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以下基金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3605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554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5327 景顺长城景泰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065 景顺长城景泰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851 景顺长城量化对冲策略三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9098 景顺长城价值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409 景顺长城景泰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190 景顺长城核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99 景顺长城安鑫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755 景顺长城安鑫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211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212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027 景顺长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997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998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822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823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1089 景顺长城景颐惠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090 景顺长城景颐惠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新浪仓石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新浪仓石为准，且

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新浪仓石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原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新浪仓石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新浪仓石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2022年5月27日起在新浪仓石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

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以下基金暂未开通转换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3605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554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7272 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99 景顺长城安鑫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755 景顺长城安鑫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以下基金暂未开通不同份额互转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3605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554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9499 景顺长城安鑫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755 景顺长城安鑫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1997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998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新浪仓石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

四、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新浪仓石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 （限前端收费模

式），可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新浪仓石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相关说明

若今后新浪仓石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购限

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新浪仓石最新规定为准。

六、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2675369

网址：http://fund.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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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

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083� � � �证券简称：中望软件 公告编号：2022-037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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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元

每股转增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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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6/1 2022/6/2 2022/6/6 20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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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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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

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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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新股和配股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根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

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因

此，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16,19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1876%，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回购股份存放

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本次权益分派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可参与分配的

股本数量为基数，即以总股本61,943,857股扣除回购股份116,194股后的股份数量61,827,663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1,827,663元，转增24,731,066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86,674,923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除权（息）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

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61,827,

663×1）÷61,943,857≈0.9981元/股。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61,827,

663×0.4)÷61,943,857≈0.3992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9981)÷（1+0.3992）=（前收盘

价格-0.9981）÷1.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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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6/1 2022/6/2 2022/6/6 2022/6/2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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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自行发放对象

厦门硕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梦泽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森

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雷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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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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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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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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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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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待其转让股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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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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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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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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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0

元。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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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I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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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公司

股票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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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该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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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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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

税，其股息、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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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元。

（7）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司

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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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43,857 24,731,066 86,674,923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否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86,674,923股摊薄计算的2021年度每股收益为2.23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存在疑问的，请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8289780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12

2022年 5 月 27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