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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566

证券简称：普莱柯 公告编号：

2019-022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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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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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7 － 2019/5/28 2019/5/28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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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9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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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由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数与应分配股数存在差异，

需进行差异化分红特殊除权除息处理，具体差异化分红方案如下：

按公司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应分配股数321,496,000股为

基数《应分配总股数（321,496,000）=登记日总股数（322,570,000）-将回购注销

的股数（1,074,000）》，向参与分配的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人民币（含税），

共计现金分红金额为96,448,800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

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

为0。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21,496,000×0.30÷322,570,000=0.2990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99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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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7 － 2019/5/28 2019/5/2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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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发放对象

（1）控股股东张许科先生红利款由公司直接发放。

（2）关于公司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现金红利发放方式：根据《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

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除时向激励对象支付；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除，则由公司收

回。

3.�扣税说明

1、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对于持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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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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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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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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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对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

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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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减按其股息红利所得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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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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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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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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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元。

2、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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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27元。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股东，其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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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元。

3、股东缴税事项最终以国家相关税收政策为准。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379-63282386

联系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政和路15号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

2019-019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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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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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8 － 2019/5/29 201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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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8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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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94,562,782股为基数， 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0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4,619,39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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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8 － 2019/5/29 2019/5/29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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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

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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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7

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登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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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下同）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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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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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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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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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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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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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其现金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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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3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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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委托代扣代缴义

务人，向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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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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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

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2158879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9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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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5月

13日召开的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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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09,128,341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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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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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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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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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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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5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309,128,341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463,692,511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2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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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9年5月2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

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5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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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122 王寿纯

2 01*****905 曲立荣

3 00*****511 王可功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19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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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转（送）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9年5月28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公积金转股（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6,807,450 21.61% 33,403,725 100,211,175 21.61%

境内自然人持股 66,807,450 21.61% 33,403,725 100,211,175 21.61%

其中：高管锁定股 66,807,450 21.61% 33,403,725 100,211,175 21.6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42,320,891 78.39% 121,160,445 363,481,336 78.39%

人民币普通股 242,320,891 78.39% 121,160,445 363,481,336 78.39%

三、股份总数 309,128,341 100.00% 154,564,170 463,692,511 100.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

构为准】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463,692,511股摊薄计算，2018年度每

股净收益为0.87元。

八、其他事项

1、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 2�个月。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牟平工业园区（城东）

咨询联系人： 冷胡秋 王心波

咨询电话：0535-4658717

传真电话：0535-4658318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1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投资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惠州亿纬锂能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亿纬锂能，代码：300014）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惠州亿纬锂能股

份有限公司已发布公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

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

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部分基金投资此

非公开股票的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

（月）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609,935 34,999,986.90 2.8741 35,354,172.14 2.9032 12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09,935 34,999,986.90 2.9447 35,354,172.14 2.9745 12

中银新机遇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9,972 14,999,991.28 2.9985 15,151,785.12 3.0289 12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83,992 3,999,986.08 1.8977 4,040,464.32 1.9169 12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919,963 19,999,995.62 1.8707 20,202,387.02 1.8896 12

中银动态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05,979 10,999,983.46 1.9601 11,111,298.38 1.9800 12

中银持续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345,906 50,999,996.44 3.1683 51,516,095.76 3.2004 12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69,917 44,999,995.58 3.2686 45,455,376.86 3.3017 12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517,939 32,999,993.86 3.0424 33,333,939.98 3.0732 12

中银瑞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9,972 14,999,991.28 2.7815 15,151,785.12 2.8096 12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3,974 13,999,994.76 2.8045 14,141,669.04 2.8328 12

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9,972 14,999,991.28 2.9282 15,151,785.12 2.9578 12

中银宝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9,972 14,999,991.28 2.8353 15,151,785.12 2.8640 12

中银丰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9,972 14,999,991.28 2.8702 15,151,785.12 2.8992 12

中银宏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9,972 14,999,991.28 2.8341 15,151,785.12 2.8628 12

中银润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9,972 14,999,991.28 2.7924 15,151,785.12 2.8207 12

注：上述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19年5月20日的数据。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 司 网 站 （www.bocim.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服 热 线

（021-38834788� /� 400-888-5566）咨询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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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担，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

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

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646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

2019-022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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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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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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日-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0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9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20日下午15:00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6号院8号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银会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定

期)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95,629,523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65.69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95,258,54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65.61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70,9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82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803,983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17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3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09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70,9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824％。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

师事务所委派潘继东、李想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95,260,7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53％；

反对368,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95,260,7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53％；

反对368,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95,260,7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53％；

反对368,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294,826,6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84％；

反对802,8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16％；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95,260,7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53％；

反对368,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260,7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53％；

反对368,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1353％；反对

368,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64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260,7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53％；

反对368,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1353％；反对

368,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64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同意295,260,7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53％；

反对368,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260,7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53％；

反对368,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1353％；反对

368,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64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260,7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53％；

反对368,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1353％；反对

368,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64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关于修订〈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95,260,7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53％；

反对368,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继东、李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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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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21楼会议室（昆明市民航路869号融城金阶广场A座）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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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0,82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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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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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杜胜先

生主持会议。 本次大会符合《公司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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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3人，董事长许雷先生、独立董事张建新先生、独立董事娄

爱东女士因个人及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映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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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35,575 99.9546 290,535 0.0454 0 0

2、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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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35,575 99.9546 290,535 0.0454 0 0

3、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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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35,575 99.9546 290,535 0.0454 0 0

4、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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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35,575 99.9546 290,535 0.0454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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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635,267 99.9702 190,843 0.0298 0 0

6、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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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629,607 99.9693 196,503 0.0307 0 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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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35,575 99.9546 290,535 0.0454 0 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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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35,575 99.9546 290,535 0.0454 0 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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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35,575 99.9546 290,535 0.0454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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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35,575 99.9546 290,535 0.0454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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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35,575 99.9546 290,535 0.0454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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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28,975 99.9536 297,135 0.0464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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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28,975 99.9536 297,135 0.0464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号：5�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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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150,575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484,692 71.7494 190,843 28.2506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34,692 55.1522 190,843 44.8478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5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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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385,000 56.9918 290,535 43.0082 0 0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484,692 71.7493 190,843 28.2507 0 0

6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479,032 70.9114 196,503 29.0886 0 0

7

《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385,000 56.9918 290,535 43.0082 0 0

12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

案》

378,400 56.0148 297,135 43.9852 0 0

13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378,400 56.0148 297,135 43.9852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七为特别决议，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婷、杨杰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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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编号：

2019-15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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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四川双马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深

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2019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主题活动及董秘值班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

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

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html/94366.shtml）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

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15:00至16:30。

届时公司的董事兼董事会秘书胡军先生、财务总监周凤女士

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2018年年报、公司治理、经

营状况、 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此外，公司在2019年5月27日至5月31日期间，举办董秘值班周活

动，在此期间公司董秘将通过“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

p5w.net/html/94366.shtml），在线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