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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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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科沃斯 公告编号：

2019-016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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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8,220,520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2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8年5月4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779号）的核准，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0,100,000股，发行后总

股本400,100,000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40,100,000股A股股票自2018年5月2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为360,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

后的总股本为400,1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0,1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360,0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

日起12个月内。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11名，分别为泰怡凱電器有限公司、苏州苏

创智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崇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科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科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科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科赢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FORTUNE� LION� HOLDINGS� LIMITED、苏州科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颂创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科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该部分限售股合计为 88,220,520股，

将于2019年5月28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400,1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40,1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60,000,000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 上市公司未发生因分配、 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

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如下：

(一)股东泰怡凱電器有限公司承诺：

(1)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在遵守本次发行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本单位将现已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若发行人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单位

在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所持股份总数的30%，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3)若拟减持发行人股票，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

进行减持，且该等减持将于减持计划公告后6个月内通过相关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竞价

交易或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方式依法进行。本单位减持发行人股份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办理。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

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实际履行承诺或

违反承诺事项消除；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将全部归公司所有，在获得该收入

的五日内将该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将依法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4)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单位

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股东苏州苏创智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崇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

科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科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科帆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苏州科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FORTUNE� LION� HOLDINGS� LIMITED、苏州科

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颂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科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单位在

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科沃斯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

和股东承诺；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做出的承

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

上，中金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8,220,52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28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单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泰怡凱電器有限公司 32,847,480.00 8.2098% 32,847,480.00 0.00

2 苏州苏创智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657,680.00 3.4136% 13,657,680.00 0.00

3 苏州崇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926,000.00 2.7308% 10,926,000.00 0.00

4 苏州科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156,000.00 1.5386% 6,156,000.00 0.00

5 苏州科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650,840.00 1.1624% 4,650,840.00 0.00

6 苏州科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650,840.00 1.1624% 4,650,840.00 0.00

7 苏州科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636,000.00 0.9088% 3,636,000.00 0.00

8

FORTUNE� LION� HOLDINGS�

LIMITED

3,600,000.00 0.8998% 3,600,000.00 0.00

9 苏州科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28,000.00 0.8818% 3,528,000.00 0.00

10 苏州颂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31,680.00 0.6827% 2,731,680.00 0.00

11 苏州科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36,000.00 0.4589% 1,836,000.00 0.00

合计 88,220,520.00 22.0496% 88,220,520.00 0.00

七、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62,352,520.00 -51,773,040.00 210,579,480.00

2、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

份

97,647,480.00 -36,447,480.00 61,200,0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360,000,000.00 -88,220,520.00 271,779,48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40,100,000.00 88,220,520.00 128,320,52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40,100,000.00 88,220,520.00 128,320,520.00

股份总额 400,100,000.00 0.00 400,100,0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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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7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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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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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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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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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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038,085.00元， 合并报表年初未分配利润182,102,237.83元， 本年度提取盈余公积

11,276,727.64�元，分配现金股利28,800,000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263,063,595.19元。

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62,763,900股， 已离职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份217,

650股，拟以扣除已离职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份后合计162,546,2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1元（含税），公司2018年拟分配现金红利共计50,389,337.5元。

因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已离职员工不再是公司激励对象，对于已离职但未注销的股份不参

与利润分配，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4.�除权（息）参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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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因此，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

调整后计算得出的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截至2018� 年12月31

日公司总股本=162,546,250×0.31÷162,763,900≈0.31元／股。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为0。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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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8 － 2019/5/29 201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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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派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扣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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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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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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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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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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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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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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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公司按照10%的税负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7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的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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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司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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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0.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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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公司 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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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

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其股息、红利所得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人民币 0.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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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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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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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31�元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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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5648619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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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201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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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盛路转债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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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22日下午14点00分；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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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下午15:00至2019

年5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58,378,

7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8957%，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58,377,

0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8955%；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1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2%%。

（3）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6,71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1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58,377,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5,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7838%；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8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62%。

(二)�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58,377,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5,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7838%；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8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62%。

(三)�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58,377,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5,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7838%；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8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62%。

(四)�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258,377,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5,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7838%；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8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62%。

(五)�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258,377,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5,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7838%；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8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62%。

(六)�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58,377,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5,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7838%；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8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62%。

(七)�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议案；

同意258,377,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5,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7838%；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8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62%。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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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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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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南路508号亚普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2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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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7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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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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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郝建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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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4位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并向公司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1位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并向公司请假；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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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31,500 99.9902 31,100 0.0069 13,100 0.0029

2、议案名称：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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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31,500 99.9902 31,100 0.0069 13,100 0.0029

3、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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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31,500 99.9902 31,100 0.0069 13,100 0.0029

4、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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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31,500 99.9902 31,100 0.0069 13,100 0.0029

5、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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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31,500 99.9902 44,200 0.0098 0 0.0000

以公司2018年末总股本510,000,000股为基准，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4.00元（含税），共计204,000,000.00元（含

税）， 本次利润分配金额占2018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61.16%。 公司2017年末未分配利润结余1,

372,780,676.76元（母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公司未分配利润结余1,412,343,074.60�元（母公司）。 本次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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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31,500 99.9902 31,100 0.0069 13,100 0.002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预计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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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32,700 99.9904 29,900 0.0066 13,100 0.003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芜湖亚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预计新增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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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28,400 99.9895 34,200 0.0076 13,100 0.0029

9、议案名称：关于与国投集团控制企业2019年度开展金融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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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78,400 99.9761 31,100 0.0157 16,200 0.008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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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481,500 99.9851 31,100 0.0105 13,100 0.0044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2019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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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28,400 99.9895 31,100 0.0069 16,200 0.0036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2019年度公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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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28,400 99.9895 31,100 0.0069 16,200 0.0036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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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1,500 41.6116 44,200 58.3884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19年度预计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

32,700 43.1968 29,900 39.4980 13,100 17.3052

8

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芜湖亚奇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预计新增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28,400 37.5165 34,200 45.1783 13,100 17.3052

9

关于与国投集团控制企业2019年度开展金

融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8,400 37.5165 31,100 41.0832 16,200 21.4003

10

关于公司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31,500 41.6116 31,100 41.0832 13,100 17.3052

11

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担任2019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28,400 37.5165 31,100 41.0832 16,200 21.4003

12

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担任2019年度公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28,400 37.5165 31,100 41.0832 16,200 21.40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对议案9回避表决、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对议案10回避

表决。

2、特别决议议案：9、10，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7、8、9、10、11、12。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仁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飞龙、康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现行的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江苏仁方律师事务所关于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890

证券简称：亚星锚链 公告编号：临

2019-017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人数为9人，实际参与表决人数为9人，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陶安祥先生主持。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的《亚星锚链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1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890

证券简称：亚星锚链 公告编号：临

2019-018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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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5月21日，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

借款，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我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于2018年9月28日签订编号2040001042018112254WD01的

《借款合同》，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借款人民币3亿元，该笔借款即将到期。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在前期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的借款还款后继续向其借款，借款总额

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不超过3年。

特此公告。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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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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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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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何德村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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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6,50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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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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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陶安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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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肖莉莉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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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96,983 99.9975 9,800 0.0025 0 0.0000

2、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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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96,983 99.9975 9,800 0.002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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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505,183 99.9996 1,600 0.000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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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96,983 99.9975 9,800 0.002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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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96,983 99.9975 9,800 0.002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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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96,983 99.9975 9,800 0.002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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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96,983 99.9975 9,800 0.002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公司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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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96,983 99.9975 9,800 0.002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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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505,183 99.9996 1,600 0.0004 0 0.0000

10、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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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96,983 99.9975 9,800 0.0025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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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0,876,068 99.9760 9,800 0.0240 0 0.0000

5

关于公司聘任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0,876,068 99.9760 9,800 0.0240 0 0.0000

6

关于公司聘任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40,876,068 99.9760 9,800 0.0240 0 0.0000

7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的

议案

40,876,068 99.9760 9,800 0.0240 0 0.0000

8 关于使用公司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40,876,068 99.9760 9,800 0.0240 0 0.0000

9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

的议案

40,884,268 99.9960 1,600 0.004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江豪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联海、季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等事项均

符合《公司法》和《股东会议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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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泰信财富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信财富”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泰信财富自2019年5月23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自2019年5月23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泰信财富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定投” ）及转换等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申购 赎回 定投 转换

000847 中融货币A √ √ √ √

000846 中融货币C √ √ √ √

003075 中融货币E √ √ √ √

004869 中融日盈B √ √ √ √

003678 中融现金增利货币A √ √ √ √

003679 中融现金增利货币C √ √ √ √

000928 中融国企改革混合 √ √ √ √

001261 中融新机遇混合 √ √ √ √

001387 中融新经济混合A √ √ √ √

001388 中融新经济混合C √ √ √ √

001701 中融产业升级混合 √ √ √ √

004065 中融量化多因子混合A √ √ √ √

004785 中融量化多因子混合C √ √ √ √

004008 中融鑫思路混合A √ √ √ √

004009 中融鑫思路混合C √ √ √ √

003670 中融物联网主题 √ √ √ √

004212 中融量化智选混合A √ √ √ √

004783 中融量化智选混合C √ √ √ √

004671 中融核心成长 √ √ √ √

005142 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A √ √ √ ×

005143 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C √ √ √ ×

004836 中融鑫价值混合A √ √ √ √

004837 中融鑫价值混合C √ √ √ √

006240 中融医疗健康混合A √ √ √ ×

006241 中融医疗健康混合C √ √ √ ×

000400 中融增鑫定期开放债券A √ √ × ×

000401 中融增鑫定期开放债券C √ √ × ×

002785 中融融裕双利债券A √ √ √ √

002786 中融融裕双利债券C √ √ √ √

003334 中融融信双盈A √ √ √ √

003335 中融融信双盈C √ √ √ √

003083 中融银行间1-3年高等级信用债指数A √ √ √ √

003084 中融银行间1-3年高等级信用债指数C √ √ √ √

003079 中融银行间3-5年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A √ √ √ √

003080 中融银行间3-5年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C √ √ √ √

003013 中融恒泰纯债A √ √ √ √

003014 中融恒泰纯债C √ √ √ √

003081 中融银行间1-3年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A √ √ √ √

003082 中融银行间1-3年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C √ √ √ √

003085 中融银行间0-1年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A √ √ √ √

003086 中融银行间0-1年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C √ √ √ √

003009 中融盈泽债券A √ √ √ √

003010 中融盈泽债券C √ √ √ √

003926 中融恒信纯债A √ √ √ √

003927 中融恒信纯债C √ √ √ √

003071 中融睿祥定期开放债券A √ √ × ×

003072 中融睿祥定期开放债券C √ √ × ×

005713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A √ √ × ×

005714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C √ √ × ×

005931 中融恒裕纯债A √ √ √ √

005932 中融恒裕纯债C √ √ √ √

006035 中融恒惠纯债A √ √ √ √

006036 中融恒惠纯债C √ √ √ √

003145 中融竞争优势 √ √ √ √

004272 中融量化小盘股票A √ √ √ √

004273 中融量化小盘股票C √ √ √ √

005569 中融智选红利股票A √ √ √ √

005570 中融智选红利股票C √ √ √ √

006743 中融央视财经50ETF联接A √ √ √ ×

006744 中融央视财经50ETF联接C √ √ √ ×

006314 中融策略优选混合A √ × × ×

006315 中融策略优选混合C √ × × ×

二、费率优惠

2019年5月23日起，投资者通过泰信财富申购（含定投）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除货币型基金），享

受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泰信财富规定为准，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

则按原费率执行。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泰信财富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

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基金产品费率优惠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泰信财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基金正常申（认）购赎回期。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

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者通过泰信财富办理定投业务的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元。

3.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四、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4-8821

网址：www.hxlc.com

2.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60-6000，（010）56517299

网址：www.zr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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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

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

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5月23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融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融新机遇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26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有关法规

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寇文红

离任基金经理名称 姜涛

二、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姜涛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9年5月22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是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