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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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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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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6 － 2022/7/7 202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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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319,48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9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9,276,65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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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6 － 2022/7/7 20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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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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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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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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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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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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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持有限售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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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73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

月23日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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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73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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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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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财税[2014]81号通知》”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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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37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0.1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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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4390368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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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深能苏尼特左旗50万千瓦

特高压风电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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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控股公司）

所属全资子公司深能北方（苏尼特左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尼

特左旗公司或项目公司） 拟投资建设深能苏尼特左旗50万千瓦特高压风电项

目 （以下简称： 苏尼特左旗项目或本项目）， 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304,

889.50万元。 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60,977.90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深能苏尼

特左旗50万千瓦特高压风电项目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

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北方控股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08年11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82850132R。

法定代表人：郑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99,717.71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甲29号万寿商务酒店三楼3001室。

经营范围：新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销售电力设备、备件、材料

和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发；新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的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培训。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北方控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北方控股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2年3月31日

（未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747,721.95 1,717,225.00

负债总额 1,111,092.54 1,124,718.64

所有者权益 636,629.41 592,506.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35,491.91 591,368.86

项 目

2022年1-3月

（未审计）

2021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67,202.77 165,947.09

利润总额 28,681.56 63,457.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242.60 61,27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59.98 6,281.54

三、苏尼特左旗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21年9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523MA0RRCDA6E。

法定代表人：江文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西物流园区

凯达商务宾馆底商。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

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新兴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风力发电技

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

股东情况：北方控股公司持有100%股权。

苏尼特左旗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为申报本项目和落实项目核准，北方控股公司于2021年设立项目公司，目

前项目公司未产生实际财务资金流动，故没有财务数据。

四、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苏尼特左旗项目拟安装单机容量5.0兆瓦及以上风电机组及相应数量箱式

变电站，总容量为50万千瓦，项目选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

旗巴彦乌拉苏木境内，配套工程包括新建1座220千伏升压站、集电线路、进场

道路和检修道路等。 本项目于2021年12月17日取得《锡林郭勒盟能源局关于深

能苏尼特左旗500MW特高压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锡能源新字〔2021〕41

号），并取得土地预审、环评等支持性批复文件。 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304,

889.50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60,977.90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考虑到北方控股公司资金情况， 本次拟由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北方控股公司增

资人民币60,977.90万元， 增资后北方控股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399,

717.71万元增至人民币460,695.61万元。 北方控股公司为上述项目向苏尼特左

旗公司增资人民币60,777.90万元，增资后苏尼特左旗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由人民

币200万元增至人民币60,977.90万元。

五、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符合国家能源发展趋势、公司战略发展定位，有利于进一步扩大

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优化公司电源结构，增加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

六、投资风险和控制措施

本项目存在着政策、环境及工程技术不确定风险。 公司将加强相关政策研

究，科学评估风电场资源状况，建立突发问题应急机制，确保风电建设安装过

程的质量，保证风电出力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保障本项目按期完工。

七、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苏尼特左旗公司投资建设苏尼特左旗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人民币304,889.50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60,977.90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

融资解决。

（二） 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北方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60,977.90万元，增

资后北方控股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399,717.71万元增至人民币460,

695.61万元。

（三） 同意北方控股公司为上述项目向苏尼特左旗公司增资人民币60,

777.90万元， 增资后苏尼特左旗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200万元增至人民

币60,977.90万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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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百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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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三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29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完成。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2

年6月17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

应出席董事九人， 实际出席董事九人。 全体董事均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

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深能苏尼特左旗50万千瓦特高压风电项

目的议案》（详见《关于投资建设深能苏尼特左旗50万千瓦特高压风电项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

权。

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深能北方（苏尼特左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深能苏尼特左

旗50万千瓦特高压风电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304,889.50万元。其中自

有资金为人民币60,977.90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2. 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60,

977.90万元， 增资后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399,

717.71万元增至人民币460,695.61万元。

3.同意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能北方（苏尼特左旗）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60,777.90万元，增资后深能北方（苏尼特左旗）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200万元增至人民币60,977.90万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环保公司设立深能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1.项目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拟设

立深能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为准，以下简称：研究院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 环保公司拟向

研究院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持有100%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

不构成关联交易。

2.环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1997年7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65110C。

法定代表人：李倬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390,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大厦13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环保项目工程的投资、设计咨询、建设施工、

运营管理；环保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相关培训服

务；环保配套设备部件产品的研发和购销；物业管理；从事信息技术咨询；会议

展览策划；会务服务；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

物业租赁；展厅展览服务；仓储管理；室内综合体育场所服务、室内专项体育场

所服务以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用品及运动服装的零售；动漫相关衍生产

品的设计及推广销售；文化活动策划。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

是：从事城市固体废弃物（包括生活商业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等）、工业、

医疗等危险固体废物以及电子废弃物的收集、中转、运输和无害化处理；固体

废物（垃圾、污泥、生物质以及工业、医疗等危险固体废物）焚烧发电、供汽、供

热、供冷；可再生能源的回收利用、分拣整理；废水、废气、固废、噪声治理、综合

利用及检测、监测服务；经营旅行社业务；环保配套设备部件产品的制造集成。

生物质燃料加工，生产及销售；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包括咖啡馆服务；

小吃服务。

股东情况： 本公司持有98.8047%股权， 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持有

1.1953%股权。

环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2年3月31日

（未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2,710,471.04 2,699,826.45

负债总额 1,989,124.23 2,012,186.93

所有者权益 721,346.81 687,639.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84,714.37 651,836.82

项 目

2022年1-3月

（未审计）

2021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115,765.95 621,071.61

利润总额 22,040.21 103,409.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528.26 100,502.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809.97 198,275.25

3.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能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国电科技现代物流中心大厦（工业区）1栋405号

（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地址为准）。

经营范围：机械装备、机电装备、智能装备及零部件的设计、研究与开发；

金属材料、化工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环保材料的研究与开发；自动控制、

人工智能、智能科技、物联网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电子元器件的研究与

开发；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环保工艺技术的设计、研究与开发；科技成果孵化转

化、技术转让、技术交流、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检验检测服务；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知识产权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孵化

（具体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环保公司拟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持

有研究院公司100%股权。

4.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研究院公司能够满足公司环保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需求， 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和应用，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5.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研究院公司业务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持续投入会对环保公司的经营增长

带来压力。 一方面，公司将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与科技成果产生力度，

实现研究院公司自持运行。 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组织科技项目的评审和风险评

估，严控项目过程管理，设置研发风险管理机制。

6.董事会审议意见

同意环保公司设立深能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 环保公司向研究

院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持有其100%股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不超过80亿元

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经“信用中国”网站等途径查询，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为充分利用公司整体信用优势，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做好中

长期融资规划储备多种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审议意见如下：

1.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的短

期融资券注册额度，额度有效期为24个月。

2. 同意公司在上述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有效期内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待

偿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3.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

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在前述规定的范围内确

定实际发行的短期融资券金额和期限， 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

适当的信息披露。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不超过60亿元绿色企业债的议案》，此项

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为满足公司“十四五” 期间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公司拟开展绿色企业债券（以下简称：绿色企业债）注册发行工作，融资总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 期限不超过10年， 募集资金拟用于绿色项目投资建

设、偿还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符合公开发行绿色企业债的各项条件，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具备

公开发行绿色企业债的资格。

1.履行的审批程序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关权利部门核准后方可实施。

2.发行主要方案

（1）发行规模

本次拟注册发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 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2）债券期限

绿色企业债额度注册后，根据发行人实际资金需求，每期发行期限不超过

10年整。

（3）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次绿色企业债的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由公司与承销机构根据市场询价情

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

（4）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绿色企业债所募集的资金拟用于偿还绿色低碳项目到期债务、 资本

性支出及补充流动资金。

3.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的绿色企业债。

（2）同意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在上述绿色企业债券额度内分期发行

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的绿色企业债，每期发行期限不超过10年。

（3）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

相关发行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在前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的绿色企业

债金额和期限，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4）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5588� � � �证券简称：冠石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2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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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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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6 － 2022/7/7 202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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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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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99,56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868,440.74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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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6 － 2022/7/7 2022/7/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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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进行送股。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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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0.135元；对个人持股期限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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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0.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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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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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首发限售股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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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

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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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

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215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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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215元。 如 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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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司股票的股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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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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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规定，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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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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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事项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冠石科技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5581133

特此公告。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3059� � � �证券简称：倍加洁 公告编号：2022-023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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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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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6 － 2022/7/7 202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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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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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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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6 － 2022/7/7 20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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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生先生、扬州竟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扬州和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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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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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及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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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元；对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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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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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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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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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股息

红利适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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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4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于 2009�年 1�月 23�日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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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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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股东（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

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即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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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代扣申报，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4元。 对于

香港市场投资者股东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

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

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

以退税。

（4）对于前述以外的投资者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所得税应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6元。

沪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A股股东一

致。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4-87497666

特此公告。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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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部分股份

拟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拟拍卖标的为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

以上股东苏日明及其一致行动人狄爱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中的51,086,831股股份（其中苏日

明45,938,741股，狄爱玲5,148,090股）。 目前该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拍卖结果尚存在不

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苏日明及其一致行动人狄爱玲正在就上述拍卖事项与上海金融法院、爱建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等相关方积极磋商中。

3、截至本公告日，苏日明及其一致行动人狄爱玲、苏永明、苏清香所持公司股份（共65,

088,65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4.3348%）均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 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苏日明的告知函，获悉其所持公司股份中的

15,921,25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3.5064%）已于2022年6月22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

//sf.taobao.com）完成了公开拍卖，经核实截至目前已完成股份过户手续。

除此外， 苏日明与其一致行动人狄爱玲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中的51,086,831股股份

（其中苏日明45,938,741股，狄爱玲5,148,090股）将于2022年7月19日上午10点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拍卖的相关情况

被拍卖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拍卖时间 拍卖机关

拍卖原

因

苏日明 否 45,938,741 95.0681% 10.1173%

2022年7月19日10时至

2022年7月20日10时止

（延时除外）

上海金融法院

个人债

务逾期

狄爱玲 否 5,148,090 35.6435% 1.1338%

2022年7月19日10时至

2022年7月20日10时止

（延时除外）

上海金融法院

个人债

务逾期

注：1、本次拟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因

权益分派送转的股份、非公开定向增发的股份。

2、本次拟被司法拍卖的51,086,831股股份展示价合计为152,564,951.68元，具体起拍价以

起拍日（2022年7月19日）前20个交易日的收盘均价的90%乘以拍卖总股数为准（数据源自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示信息）。

二、截至本公告日，持股5%以上股东苏日明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及

拍卖的情况

1、累计被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苏日明 48,321,915 10.6422% 48,321,915 100% 10.6422%

狄爱玲 14,446,913 3.1817% 14,446,913 100% 3.1817%

苏永明 8,000 0.0018% 8,000 100% 0.0018%

苏清香 2,311,831 0.5091% 2,311,831 100% 0.5091%

合计 65,088,659 14.3348% 65,088,659 100% 14.3348%

2、累计被拍卖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苏日明 48,321,915 10.6422% 15,921,259 32.9483% 3.5064%

狄爱玲 14,446,913 3.1817% 4,851,910 33.5844% 1.0686%

合计 62,768,828 13.8239% 20,773,169 33.0947% 4.5750%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股东名称 承诺情况 履行情况

苏日明、狄爱玲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

十。

履行中

四、本次司法拍卖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目前该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3、截至本公告日，持股5%以上股东苏日明及其一致行动人狄爱玲、苏永明、苏清香所持

公司股份（共65,088,65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4.3348%）均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

结。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同时督促上述相关股东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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