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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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3元

每股转增股份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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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7 － 2019/5/28 2019/5/29 2019/5/28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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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实施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即以398,576,829股（本次分配实施前总股本408,000,000股扣除已回购股份9,423,171股）为基数，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2.13元（含税）和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股本2股，共计派发现金股利84,896,864.58元（含税），转增79,715,

366股。 本次分配后，公司总股本增至487,715,36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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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 公司按照扣除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398,576,829股为基数进行分

配。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98,576,829×

0.213÷408,000,000=0.2081元/股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398,576,829×0.2）÷408,000,000=0.1954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081）÷1.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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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7 － 2019/5/28 2019/5/29 201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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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均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存放于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账户号码B882406756）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现金分红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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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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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13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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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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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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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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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代扣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91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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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扣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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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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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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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扣税后（代扣现金红利）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917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

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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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00,000 61,200,000 367,200,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02,000,000 18,515,366 120,515,366

1、 A股 102,000,000 18,515,366 120,515,366

三、股份总数 408,000,000 79,715,366 487,715,366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487,715,366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0.5073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于权益分派事项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579-86563876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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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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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18号北广电子集团南楼3层华夏幸福大学正

直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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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5,55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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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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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王文学先生和联席董事长吴向东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

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赵鸿靖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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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联席董事长吴向东先生、董事孟惊先生、

孟森先生、王威先生、独立董事王京伟先生、张奇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林成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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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483,469 99.9935 26,400 0.0023 46,000 0.00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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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496,269 99.9946 13,600 0.0012 46,000 0.0042

3、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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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496,269 99.9946 13,600 0.0012 46,000 0.0042

4、

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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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502,569 99.9952 13,600 0.0012 39,700 0.003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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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502,569 99.9952 13,600 0.0012 39,700 0.003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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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521,869 99.9969 26,400 0.0023 7,600 0.0008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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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490,969 99.9941 25,200 0.0022 39,700 0.0037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18年度薪酬情况和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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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510,069 99.9958 28,200 0.0025 17,600 0.0017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18年度薪酬情况和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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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511,669 99.9960 26,600 0.0023 17,600 0.0017

10、

议案名称：关于下属公司拟发行境外债券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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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314,973 99.2612 8,240,396 0.7387 500 0.0001

11、

议案名称：关于下属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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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297,562 98.8115 13,250,707 1.1878 7,600 0.0007

12、

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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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935,886 99.2272 8,619,483 0.7727 500 0.0001

13、

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公司九通投资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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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327,773 99.2624 8,227,596 0.7375 500 0.0001

14、

议案名称：关于为间接参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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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327,773 99.2624 8,227,596 0.7375 500 0.0001

15、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2019年上半年度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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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327,873 99.2624 8,227,496 0.7375 50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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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5,639,253 99.8676 26,400 0.1028 7,600 0.0296

7

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25,608,353 99.7472 25,200 0.0982 39,700 0.1546

8

关于公司董事2018年度薪

酬情况和2019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25,627,453 99.8216 28,200 0.1098 17,600 0.0686

9

关于公司监事2018年度薪

酬情况和2019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25,629,053 99.8278 26,600 0.1036 17,600 0.0686

11

关于下属公司向参股公司

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12,414,946 48.3575 13,250,707 51.6129 7,600 0.0296

15

关于增加公司2019年上半

年度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17,445,257 67.9511 8,227,496 32.0470 500 0.001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0、12、13、14、15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科律师、林欢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 �编号：临2019-101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份质押的公告

近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股

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控股” ）关于将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份进行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华夏控股为其自身融资提供担保，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75,19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华宝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3,002,591,709的2.50%。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9年5月20日。

截至本公告日，华夏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69,362,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61%；本次股份

质押后，华夏控股累计质押的本公司股份合计837,010,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78.27%，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27.88%；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基资本” ）为华夏控股一致行动人，鼎基

资本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0,52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68%，目前未进行股票质押。

二、控股股东质押情况

华夏控股本次质押系为满足其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 华夏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其质押融资的还

款来源包括其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

围内。本次质押设预警线等，当质押率高于预警线或发生约定的其他违约事件时，可能引发质权人对质

押股份的处置行为，后续如出现质押率高于预警线或可能引发质权人对质押股份处置的风险，华夏控

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不存在导致本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交易出现的其他重大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

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9-045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及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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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及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鸡西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鸡西新源” ）开

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并同意本公司为其本次融资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

业务及对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9年5月20日，鸡西新源与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租赁” ）

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同日，本公司与华电租赁签订了《保证合同》，本次担保金额未超过人民币3亿元，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现将相关合同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企业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呼伦贝尔路416号铭海中心6号楼-2、5-312-03

法定代表人：殷红军

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75933745T

成立日期：2013年09月09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鸡西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系本公司间接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30日，注册资本为32,300万元，注册地址：黑龙

江省鸡西市梨树区街里办中南委；法定代表人：吴展；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风电项目建设与运营；

最近一年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41,157.89

负债总额 8,961.68

其中：银行贷款 0.00

净资产 32,196.21

资产负债率 21.77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82.84

三、融资租赁合同

1、合同主体

出租人（甲方）：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乙方）：鸡西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融资租赁方式：本次融资租赁采用售后回租的方式，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根据本合同的约定，承租人将其未设置抵押权、质

押权或其他担保权益、不存在优先权、拥有完全所有权的租赁物转让给出租人，再由出租人出租给承租人使用。

3、租赁物及协议价款：租赁物为乙方账面价值共计人民币19,643.47万元的风机、塔筒、基础环、箱变、电缆等设备，甲乙双方商定

租赁物的转让总价为人民币19,600.00万元，即租赁本金。

4、租赁本金的支付方式：一次性支付，在以下条件满足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

（1）签订本合同，且出租人已收到承租人提供的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所需的内部决策文件、相关

批准文件（如有）、公告文件（如有）以及其他出租人认为应当由承租人提供的所有资料、文件；

（2）与《融资租赁合同》相关的担保文件（如有）或其他法律文件已签署并生效，且出租人已收到担保人提供的依据法律法规及

担保人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所需的内部决策文件、相关批准文件（如有）、公告文件（如有）以及其他出租人认为应当由担保人提供

的所有资料、文件；如出租人的担保权利需在相关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后生效的，则相关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且出租人已收到该等担

保登记证明文件；

（3）本合同及租赁物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办理租赁登记；

（4）出租人已经收到承租人提交的租赁物的原始发票（复印件，如需）；

（5）出租人已收到承租人提交的本合同所涉及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文件；

（6）出租人已收到承租人应支付的咨询服务费；

（7）出租人已收到承租人应支付的租赁保证金；

（8）出租人收到并认可承租人出具的《付款通知书》（详见附件九）及对应租赁本金的《概算租金计算支付表》；

（9）承租人在本合同项下未发生任何违约情形；

（10）承租人、担保人、租赁物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11）出租人付款时国家财税、金融监管政策与本合同签订时相比未发生明显变化，市场融资成本未明显提高；

（12）已签订电费账户监管协议，实现对电费账户的监管；

（13）《付款通知书》要求的付款日应在签署本合同之日起3个月之内；

（14）承租人按照本合同约定已为租赁物投保；

（15）出租人要求的其他资料。

5、租赁期限及租金支付方式：本租赁期限共计120个月，共40期，每3个月支付一次租金。租赁利率为支付相应租赁本金之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适用的五年以上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4%。 根据概算租金计算表， 租金合计为27,061.74万元， 其中： 租赁本金19,

600.00万元，租赁利息7,461.74万元。 出租人将将根据实际起租日另行制作《实际租金计算支付表》。

6、租赁保证金：人民币0元，承租人应在出租人支付租赁本金前将租赁保证金一次性支付给出租人。

7、留购价款：本合同项下租赁物的留购价款为1.00元，应于最后一期租金支付日一次性支付。

8、提前终止约定条款：

（1）在承租人无违约的情况下，经出租人书面同意，承租人可提前终止本合同。

（2）自起租日起至届满5年之日，出租人有权于该日提前终止本合同，承租人应按照出租人出具的《终止租赁通知书》的要求支

付提前终止款；出租人收到承租人支付的提前终止款后，租赁物按合同终止时的“现时现状” 自动转归承租人所有，并由承租人自担

费用自行处理，出租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9、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出租人、承租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并加盖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四、保证合同

1、合同主体：

保证人：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担保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咨询服务费、提前终

止款、逾期利息、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3、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4、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承租人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5、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并加盖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可有效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调整公司的债务结构，资金将全部以委托贷款形式，拆借给公

司全资子公司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用于新建风电项目建设，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2、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对融资租赁的相关设备的正常使用，不涉及设备的物理转移，也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会

影响鸡西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因此影响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6,400万元，占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6.09%；公司与控

股子公司之间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47,232.42万元，占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35.69%。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

担保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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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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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岛新材” 或“公司” ）于近日收

到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 ）及一致行动人常州武进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进红土” ）发来的《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告知函》，拟减持部分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

日，深创投持有丽岛新材4,133,677股、武进红土持有丽岛新材2,886,500股，合计7,020,177股，占丽岛新

材总股本3.3609%。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深创投及武进红土本次拟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合计将不超过4,177,600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2%。 减持期间：如通过竞价交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任意连续90天内竞价交

易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二）深创投及武进红土本次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合计将不超过7,020,177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3.3609%。 减持期间：如通过大宗交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任意连续90天内大

宗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创投 5%以下股东 4,133,677 1.9790% IPO前取得：4,133,677股

武进红土 5%以下股东 2,886,500 1.3819% IPO前取得：2,886,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

组

深创投 4,133,677 1.9790%

根据深创投、武进红土于2016年9月签订的《一致行

动人协议》，深创投和武进红土为一致行动人。

武进红土 2,886,500 1.3819%

根据深创投、武进红土于2016年9月签订的《一致行

动人协议》，深创投和武进红土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 7,020,177 3.3609%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深创投 2,132,723 1.0210% 2018/11/8～2019/5/7 11.31-14.36 2018/11/3

武进红土 1,030,000 0.4931% 2018/11/8～2019/5/7 11.30-14.16 2018/11/3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

原因

深创投

不超过：4,133,

677股

不 超 过 ：

1.979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4,133,677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4,133,677股

2019/5/28 ～

2019/11/24

按 市 场

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

前持有的股份

自 身 资

金需求

武进红土

不超过：2,886,

500股

不 超 过 ：

1.3819%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2,886,5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2,886,500股

2019/5/28 ～

2019/11/24

按 市 场

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

前持有的股份

自 身 资

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1、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深创投和武进红土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深创投和武进红土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2%，出让方、受让方在 6�个月内需遵守相关减持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实施；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实施。

3、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以减持日为基准经前复权计算的丽岛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格（若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减持前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

承诺√是 □否

1、自丽岛新材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

的丽岛新材股份，也不由丽岛新材回购本公司持有的股份。

2、本公司所持丽岛新材股份的上述12个月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根据本公司需要，本公司可通过证券

交易所减持本公司所持丽岛新材的股份，本公司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进行减持，

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合法方式；

3、本公司所持丽岛新材股份上述12个月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公司拟减持丽岛新材股份的，则每年

转让的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持丽岛新材股份数量的100%；本公司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

格确定，且不低于以减持日为基准经前复权计算的丽岛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并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在本公司拟转让所持丽岛新材股份时，本公司将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通

过丽岛新材公告减持意向。

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

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丽岛

新材所有，本公司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丽岛新材指定账户；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

承诺事项给丽岛新材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向丽岛新材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是深创投及武进红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深创投及武进红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

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深

创投及武进红土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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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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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元

每股派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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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8 － 2019/5/29 201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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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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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091,9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

0.3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64,013,785.60元，派送红股528,027,571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288,119,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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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8 － 2019/5/29 201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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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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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

（2）联美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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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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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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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中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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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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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持有公司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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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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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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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港通” ），其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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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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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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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0.10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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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938,298,516 281,489,555 1,219,788,07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821,793,388 246,538,016 1,068,331,404

1、 A股 821,793,388 246,538,016 1,068,331,404

三、股份总数 1,760,091,904 528,027,571 2,288,119,475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288,119,475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0.5755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4-23784835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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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

股份质押相关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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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众新能

源” ）的通知，联众新能源拟以所持公司部分A股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次可交换债券” ），

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编号为上证函[2018]1247号的《关于对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

异议的函》，联众新能源拟于近日非公开发行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

联众新能源以所持限售流通股59,830,000股股票为标的（占公司总股本的3.40%）质押给本次可交换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并将该部分股份划转至联众新能源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开立的质押专户“联众能源—国泰君安—19联众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 用于债券交换标的股票或股票偿付提供质押担

保。 上述质押手续已于2019年5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联众新能源持有本公司股份数953,461,156股（含联众能源—国泰君安—19联众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59,

8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760,091,904股的54.17%。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联众新能源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439,876,493股

（含联众能源—国泰君安—19联众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59,830,000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6.13%，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9%。

联众新能源为公司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抗风险能力和到期偿还债券的资金能力，由此产生的股票质押风险在可控

范围内，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可交换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支持联众新能源经营发展。 关于

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及后续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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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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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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8989号西安服务外包产业园

创新孵化中心B座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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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85,01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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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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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宝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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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晓东先生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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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2、

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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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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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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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5、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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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014,809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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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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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099,115 99.792 2,994,077 0.159 921,617 0.049

8、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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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014,627 99.99999 0 0 182 0.00001

9、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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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014,627 99.99999 0 0 182 0.00001

10、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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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014,809 100.000 0 0 0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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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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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953,931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376,154,719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90,906,159 1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8,168,413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72,737,74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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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98,750,051 100 0 0 0 0

6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498,675,431 99.985 0 0 74,620 0.015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494,834,357 99.215 2,994,077 0.600 921,617 0.185

8

关于2019年度董事、 监事

薪酬的议案

498,749,869 99.99996 0 0 182 0.00004

1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498,750,051 100 0 0 0 0

备注：上表数据已剔除董监高持股数据。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9、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均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佳、刘学兵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意见书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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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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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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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年度会议、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请

详见公司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2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鉴于首期和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39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且回购资料均已提供齐全， 根据公司

两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上3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576,

254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办理回购注销，回购资金总额为2,597,451.44�元，其中：首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回购价格为2.0940元/股，回购数量57,960股；首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对象的回购价格为4.2393元/股，回购数量84,000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回购价格为4.8429元/股加上各离职激励对

象应取得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回购数量434,294股。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576,254元。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2019

年5月22日）起45日内，均有权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

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

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

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申报具体

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登记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8989号B座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申报时间：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7月5日9：00-12：00；13：30-17：00（双休

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三）联系人：王皓

（四）电话：029-81566863

（五）传真：029-86689601

（六）邮箱：longi-board@longigroup.com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