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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9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2

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4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港股通红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583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2019年4月19日、4月22日为港股通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2019年4月23日为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2

日暂停申购、赎

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4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QDII）

基金主代码 118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

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2019年4月19日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

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2019年4月22日为香港证券

交易所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2019年4月23日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

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注：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仅在直销机构开放与易方达天天

理财货币市场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原油证券投资基金（

QDII

）

2019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2

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4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

基金主代码 1611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4月19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9年4月19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

所非交易日。 2019年4月22日为伦敦证券交易所非交

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9年4月23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9年4月23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

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A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1129 00332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称为原油基金。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本基金所有基金份额类别（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161129，A类美

元份额基金代码为003322，C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003321，C类美元份额基金代码为003323）；

(2)�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关于易方达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以2019年4月12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A类份额（即易方达上

证50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上证50A” ，场内代码502049）、基础份额（即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场

内简称“50分级” ，场内代码502048，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实施了定期份额折算。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9年4月12日，场外基础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

金财产；场内基础份额、A类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不足1� 份的零碎份加

总后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1份），按各个场内份额持有人的零碎份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向相应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记增1�份，直到所有零碎份的合计份额分配完毕。

折算前后场外基础份额、场内基础份额、A类份额的份额余额，新增份额折算比例，以及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或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如下表所示：

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份额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或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

场外基础份额 182,094,454.84 0.029429 187,453,312.55 0.9447

场内基础份额 101,444,974.00 0.029429 104,430,399.00 0.9447

A类份额 175,182,179.00 0.058858

175,182,179.00

1.0000

10,310,873.00

（注）

注：A类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基础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9年4月16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

统转托管（场内转场外））、转换和配对转换业务，A类份额及场内基础份额将于2019年4月16日开市起

复牌。

三、重要提示

（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2019年4月16日即时行情显示的A类份额的前收盘价

将调整为2019年4月15日A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A类份

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9年4月12日的收盘价1.028元，在扣除上一分级运作周年约定收益后为

0.972元，与2019年4月1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9年4月1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

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2019年4月16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场内基础份额的前收

盘价将调整为2019年4月15日基础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0.946元。 由于场内基

础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9年4月12日的收盘价0.965元，与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

异，故2019年4月1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基金A类份额上一运作周年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折算为场内基础份额分配给A类份额的持

有人，而基础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A类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四）A类份额和场内基础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基础份额数保留至整数位 （最小单位为1

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加总后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1份），按各个场内份额持有人零碎份从大到小

的排序，依次向相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记增1份，直到所有零碎份的合计份额分配完毕。 持有较少A类份

额数或场内基础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基础份额的可能性。

（五）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

只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

券公司购买A类份额，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增的基础份额无法赎回。投资者可以选择将新增的基

础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或者选择在二级市场卖出。

（六）本公司已于2019年3月8日起暂停本基金基础份额的跨系统转托管（场外转场内）业务。 恢复

时间将另行公告。

（七）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公募产

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应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以

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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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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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关于易方达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易方达上证

50

分级

A

类份额和

易方达上证

50

分级份额定期份额折算

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易方达上证50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易方达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

2019年4月12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A类份额（即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

份额，场内简称“上证50A” ，场内代码502049）、基础份额（即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场内简称“50分

级” ，场内代码502048，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9年4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efunds.com.cn）上的《关于易方达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

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2019年4月16日即时行情显示的A类份额的前收盘价将调整

为2019年4月15日A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A类份额折算

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9年4月12日的收盘价1.028元， 在扣除上一分级运作周年约定收益后为0.972

元， 与2019年4月1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9年4月1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

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2019年4月16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场内基础份额的前收盘价将

调整为2019年4月15日基础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0.946元。 由于场内基础份额

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9年4月12日的收盘价0.965元， 与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故

2019年4月1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公募产品不得

进行份额分级，应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以及基金

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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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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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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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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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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元

每股转增股份0.3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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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股 2019/4/19 － 2019/4/22 2019/4/23 2019/4/2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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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日的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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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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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342,000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0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

586,840.00元，转增98,802,6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428,144,6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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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股 2019/4/19 － 2019/4/22 2019/4/23 201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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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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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LEXIN� INTERNATIONAL�

INC、TYFUN� INTERNATIONAL�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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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红利所得税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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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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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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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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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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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0.018�元。

（3）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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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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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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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 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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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8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

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2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172,900,000 51,870,000 224,770,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56,442,000 46,932,600 203,374,600

1、 A股 156,442,000 46,932,600 203,374,600

三、股份总数 329,342,000 98,802,600 428,144,6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428,144,600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

0.03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根据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0-5588095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638

证券简称：艾迪精密 公告编号：

2019-015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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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元

每股转增股份0.48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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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股 2019/4/19 － 2019/4/22 2019/4/23 2019/4/2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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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9日的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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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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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48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8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2,096,000元，转增125,

030,4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85,510,4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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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股 2019/4/19 － 2019/4/22 2019/4/23 201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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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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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GN� XIAO� HONG、SONG� YU� XUAN、烟台翔宇投资有限公司、烟台浩银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中融（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迪羽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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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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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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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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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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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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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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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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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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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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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

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0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175,498,385 84,239,225 259,737,61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84,981,615 40,791,175 125,772,790

1、 A股 84,981,615 40,791,175 125,772,790

三、股份总数 260,480,000 125,030,400 385,510,4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385,510,400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0.58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部门：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5-6392630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41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3月各产品生产、销售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辆/台） 销售（辆/台）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乘用

车

传统

乘用车

3,232 -67.78% 12,996 -52.94% 4,880 -60.28% 15,193 -49.49%

新能源

汽车

221 -79.78% 546 -69.31% 225 -79.75% 685 -62.38%

摩托车 48,135 -25.16% 126,729 -17.56% 57,237 -19.49% 135,041 -16.67%

摩托车

发动机

121,031 -27.29% 314,915 -33.11% 106,264 -14.81% 199,252 -43.35%

通用

汽油机

29,472 -7.67% 70,843 -31.87% 23,884 -46.94% 58,955 -47.50%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19年审计数据为准；

2.摩托车发动机销量已扣除自用部分。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力帆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有关事项的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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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力帆股份” ）于2019年4月1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有

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45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2019�年4�月15�日，公司披露公告称，公司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力帆乘用车）与武汉泰歌氢能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泰歌）、重庆地大工业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地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氢能源领域开展合作。 根

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等有关规定，现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披露，力帆乘用车、武汉泰歌和重庆地大将开展合作，进行氢能源乘用车的试

验验证，争取国家氢能乘用车公示目录，完成氢燃料电动汽车开发并达到量产状态。另据公

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显示， 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20.43�亿元，同比下降990.57%。 请公司补充披露：（1）氢能源乘用车试验验

证的主要步骤和预计资金投入情况，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2）申请进入国家氢能乘用车

公示目录的主要流程、 通过申请的主要标准和预计资金投入情况， 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3）完成氢燃料电动汽车开发并达到量产状态的预计资源投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资金、

人员、技术等，并结合公司2018�年度业绩情况，补充说明开展上述项目的合理性，并充分

提示相关风险。

二、公告披露，力帆乘用车提供至少2�台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项目用车辆和整车技术

集成团队，武汉泰歌提供氢燃料电池系统，重庆地大为武汉泰歌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

持。请公司补充披露：（1）力帆乘用车在氢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或相关技术、专业人才的积

累情况；（2）武汉泰歌的主要发展沿革，并结合研发投入、专业人才、核心技术、主要产品及

其产销量等情况， 说明武汉泰歌在氢燃料电池系统的行业地位、 技术实力及核心竞争力；

（3）结合重庆地大的主要发展沿革、资金状况、技术和人才储备等，补充披露重庆地大为武

汉泰歌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详细情况，并说明武汉泰歌是否具备完成相关项目的资金储

备和技术实力。

三、公告披露，力帆乘用车为武汉泰歌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提供生产代工服务，并利用销

售渠道优势，协助武汉泰歌推广氢燃料电池发动机。请公司补充披露：（1）武汉泰歌氢燃料

电池发动机的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技术参数、核心技术、应用车型等；（2）结合生

产线情况、技术区别、人员配备、供应链体系等，说明力帆乘用车是否具备生产氢燃料电池

发动机的能力；（3）力帆乘用车销售渠道的主要情况，并说明在推广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方

面的具体优势。

请你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年4�月19�日前回复我部，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组织有关各方对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相关事项进

行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融通四季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第三十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4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四季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场外） 融通四季添利债券

基金简称（场内） 融通添利

基金主代码 16161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年3月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融通四季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

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年3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7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19,730,049.6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2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9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1）在满足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

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50%。若截至每

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的可供分配利润大于0.02元且没有进行过当季的收益分配(以收益分

配基准日所在期间为准)， 则应于该季度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就此可供分配利润实施收益

分配。

（2） 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份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

于初始面值。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年4月18日

除息日 2019年4月19日（场内） 2019年4月18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年4月22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2019年4月1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

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

回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

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的运作方式已于2014年3月3日转为上市开放式。 自该日起，本基金的收益

分配方式可选择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3）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4）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

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5）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9年4月22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6）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9年4月18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19年4月19日直接

划入其基金账户，2019年4月22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本次分红情况。

（7）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

的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投资者在注册登记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希望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8）权益分配期间（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4月18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9）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

理人网站(www.rt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3-8088，0755-26948088)咨询

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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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

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

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了解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

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19-019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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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质押的具体情况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煜明投资” ）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23,225,4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青岛国信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6%，质押登记日为2019年4月12日，质押期限

为12个月，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2019年4月15日收盘，煜明投资直接持有公司77,418,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2.87%。本次质押后，煜明投资累计质押公司23,225,400股股份，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30%，占公司总股本的0.86%。

二、一致行动关系情况

截至2019年4月15日收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岱持有公司257,678,538股

股份，累计质押公司206,141,108股股份。 由杜玉岱担任普通合伙人的煜明投资持有公司

77,418,000股股份，累计质押公司23,225,400股股份。

2018年7月31日，延万华等5名股东与杜玉岱签署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将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除处置权和收益权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委托给杜玉岱管理。 截至2019

年4月15日收盘，上述5名股东持有公司131,995,780股股份，累计质押公司47,021,900股

股份。

截至2019年4月15日收盘，与杜玉岱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袁仲雪持有公司66,897,

906股股份,�累计质押公司25,340,000股股份。其控制的一致行动主体瑞元鼎实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25,100,775股股份。

综上，截至2019年4月15日收盘，杜玉岱合计可控制的公司股份为559,090,99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0.70%。 杜玉岱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301,728,408股股份，占其可

控制股份总数的53.97%，占公司总股本的11.17%。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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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36821 债券简称：16中安消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融资提供担保

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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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中安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港币4.2亿元，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为0元；

●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优化公司融资结构，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安消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消国际” ）已向新加坡大华银行申请港币42,000万元的

融资， 并于近日签署了相关融资文件， 公司下属子公司DX� Group� (Hong� Kong)�

Limited、Force� Guard� Limited、Guardforce� Limited、Securecorp� Pty� Limited、

Guardforce� (Macau) � Limited、Guardforce� Aviation� Security� Co� Ltd、Guardforce�

Service� Solutions� Co� Ltd及Guardforce� Security� (Thailand)� Co� Ltd为本次融资提供

担保；卫安香港、卫安澳门所持房产为本次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本次融资系用于置换公司原有金融机构借款，不会增加公司融资担保规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安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1/F, � Xiu� Ping� Commercial� Building, � 104� Jervois� Street, � Sheung�

Wan,� Hong� Kong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安消国际资产总额16.81亿元，负债总额5.15亿元，银行贷款

总额4.26亿元，流动负债总额0.89亿元，资产净额11.66亿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0.06亿元，

净利润-0.77亿元。

截至2018年9月30日，中安消国际资产总额16.72亿元，负债总额4.85亿元，银行贷款总

额3.95亿元， 流动负债总额0.90亿元， 资产净额11.88亿元；2018年三季度营业收入0.05亿

元，净利润-0.37亿元。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被担保人中安消国际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直接持有中安消国际

10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下属子公司DX� Group� (Hong� Kong)�

Limited、Force� Guard� Limited、Guardforce� Limited、Securecorp� Pty� Limited、

Guardforce� (Macau) � Limited、Guardforce� Aviation� Security� Co� Ltd、Guardforce�

Service� Solutions� Co� Ltd及Guardforce� Security� (Thailand)� Co� Ltd为本次融资提供

担保；卫安香港、卫安澳门所持房产为本次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本次借款期限为自提取借款

期起60个月。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融资担保授权范围内，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详见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2、2019-009）。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2.69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8.52%。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