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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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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部分子公司近期收到
各项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1,884.84 万元，相关资金已全部到账。 具体信息公告
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1、收到政府补助的相关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奥飞动漫文化发展(广州)有限公司、奥飞影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北
京爱乐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四月星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奥
迪贝乐童车有限公司、东莞金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广东奥迪动漫玩具
有限公司、广东奥飞实业有限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奥飞动漫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奥飞动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
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奥飞婴童用品有限公司、广州叶游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原创动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汕头奥迪玩具有限公
司、上海奥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奥飞游戏有限公司、上海方寸互
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震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奥飞贝肯文
化有限公司、天津仙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珠海奥飞动漫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魔屏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晶
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麟游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位面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戏胞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广州卓游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星落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上海掌致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广东奥飞主题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广东嘉佳卡通影视有
限公司

2、获得政府补助的相关信息

序
号 项目

获得补
贴

时间
来款单位 补贴金额

（元） 政策依据 补助
形式

是
否
与
日
常
经
营
相
关

是否
具有
可持
续性

1 2019年两新专项经
费

2020年
1月

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
道经济发展办公室 3,920.00 粤财行[2015]198

号 现金 是 否

2

2019年度普惠科技
金融专项资金（科
技保险保费补贴专

题）

2020年
1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
付管理办公室 26,800.00 汕市澄财行[2019]

97号 现金 是 否

3 汕头市 2018年度
商标品牌奖励资金

2020年
2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
付管理办公室

110,000.0
0

关于开展 2018年
汕头市商标品牌
奖励申报的通知

现金 是 否

4
2019年度外经贸发
展专项资金企业品

牌培育项目

2020年
2月

汕头市澄海区国库支
付管理办公室

1,980,000.
00

粤商务财字
〔2019〕1号 现金 是 否

5 受影响企业失业保
险费返还

2020年
2月

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601,020.0
0

粤人社规〔2019〕
12号 现金 是 否

6 受影响企业失业保
险费返还

2020年
3月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
发户

552,420.0
0

粤人社规〔2019〕
12号 现金 是 否

7 2019年企业研发投
入补助资金

2020年
3月

中新天津生态城财政
局 5,600.00 津科规〔2018〕9

号 现金 是 否

8 超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单位奖励

2020年
3月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
务中心 1,612.80 沪残工委〔2014〕3

号 现金 是 否

9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2020年省级
促进经济高新企业

发展补助

2020年
3月

东莞市财政国库支付
中心

1,460,000.
00

东工信函〔2020〕
14号 现金 是 否

10
产业扶持专项资金

（商贸类）
项目

2020年
3月

中新天津生态城财政
局

337,548.4
5

中新天津生态城
管理委员会与北
京四月星空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合

作协议书

现金 是 否

11
产业扶持专项资金

（商贸类）
项目

2020年
3月

上海市嘉定区财政资
金收付中心

984,000.0
0

上海蓝天经济城
与上海奥飞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协议书

现金 是 否

12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2020年
3月

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233,557.8
9

穗府规〔2020〕3�
号 现金 是 否

13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2020年
3月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 79.20 穗府规〔2020〕3�

号 现金 是 否

14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3月

东莞市财政国库支付
中心 10,405.22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15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3月 国家金库澄海区支库 43,562.54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16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3月

国家金库珠海市中心
支库 32,092.75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17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3月

国家金库广州市开发
区代理支库 15,013.08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18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4月

国家金库广州市海珠
区代理支库 79,568.45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19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4月

国家金库广州市天河
区代理支库 14,254.23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20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4月

国家金库广州市越秀
区代理支库 85,241.45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21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4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
海淀区税务局 1,856.67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22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4月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嘉定区税务局税务所 10,477.94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23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4月

中新天津生态城税务
局 3,193.92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24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4月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静安区税务局 3,270.55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25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4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
东城区税务局 4,183.07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26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4月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普陀区税务局 1,690.67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27 即征即退增值税退
税

2020年
4月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普陀区税务局 55,634.00 财税〔2011〕100号 现金 是 否

28 疫情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补贴

2020年
4月

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
道经济发展办公室

401,700.0
0

澄海区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
的若干政策措施

现金 是 否

29 2019年科技保险保
费补贴补助

2020年
4月

广州市财政局国库支
付分局 35,200.00 穗科规字[2019]3

号 现金 是 否

30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优秀少儿

节目资金

2020年
4月 广东广播电视台 200,000.0

0
广电办发[2019]

305号 现金 是 否

31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时尚创意（含
动漫）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

2020年
4月

广州市财政局国库支
付分局

3,100,000.
00

穗文广旅〔2020〕
22号 现金 是 否

32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5月

国家金库广州市越秀
区代理支库 126.74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33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5月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
石景山税务局 31,804.12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34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5月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
前海税务局 596.56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35
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委托代征税款

手续费返还

2020年
5月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普陀区税务局 21,620.45 财行〔2019〕11号 现金 是 否

36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2020年
5月

杭州市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358.95 杭人社发〔2020〕

48号 现金 是 否

37 2016年度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通过奖励

2020年
5月

广州市财政局国库支
付分局

400,000.0
0

穗科创字〔2016〕
199号 现金 是 否

38 广州开发区投资促
进局一次性落户奖

2020年
5月

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
集中支付中心

8,000,000.
00

穗开管办[2017]5
号 现金 是 否

合计 18,848,40
9.70 ——— ———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财会 [2017]15 号）的规定，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
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在上
述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中，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支付的 2020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
新企业发展补助 146 万元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政府补助共 1,738.84 万
元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 [2017]15 号）规定，公司收到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 公司收到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
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
本。 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共 146 万元， 计入其他收益共 1,738.84 万
元，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 2020 年税前利润总额 1,744.41 万元。公司将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合理合规地确认和使用政府
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利用。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

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及通知；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ST 兆新 公告编号：2020-150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
的议案》，选举蔡继中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23）。

近日，公司完成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蔡继中，原营业执照其他登记项
目不变。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20-070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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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蔡东青先生函告，获悉蔡东青先生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蔡东青 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

1,220,000 0.21% 0.09% 2017年 10
月 25日

2020年 6月
17日

中信证券
华南股份
有限公司
（曾用名：
广州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4,362,285 4.21% 1.80% 2017年 12
月 5日

合计 25,582,285 4.42% 1.88%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蔡东青 579,331,285 42.69% 150,192,019 25.93% 11.07% 96,059,165 63.96% 338,439,299 78.86%
蔡晓东 123,041,442 9.07% 34,170,000 27.77% 2.52% 34,170,000 100.00% 74,334,000 83.64%
李丽卿 21,326,715 1.57%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723,699,442 53.32% 184,362,019 25.47% 13.58% 130,229,165 70.64% 412,773,299 76.53%

三、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蔡东青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 所质押的股份未出

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未对上市公
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蔡东青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提前购回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
险，并按相关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ST 兆新 公告编号：2020-149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5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 < 催款通知函 >、< 租金支付催收函 >、< 履行保证责任提示
函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10），公司与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恩斯实业”）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由于公司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科恩斯实业向深圳市
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 获悉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经公司与罗湖法院核实情况，罗
湖法院未向公司送达失信名单决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罗湖法院在未向公司送达
失信名单决定书等法律文书且未给予一定宽限期限的情况下， 便将公司纳入失信
名单的执行措施未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正在积极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
尽快向罗湖法院申请撤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消除负面影响。 具体情况如下：

一、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案件一：

被执行人姓名 /名称：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粤 0303执 10165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一、被告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 2020年 4月 10日前向
原告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偿还全部借款本金 2000万元及利息
134.67万元（计息期间：自 2019年 12月 31日至 2020年 4月 10日，
以 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计算）；二、如被告深圳市兆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按上述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则继续以
为还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的标准计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
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 72150元，由被告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承担，并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支付给原告深圳科恩斯实
业有限公司；四、如被告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逾期支付超
过 10日，原告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可就本协议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案件二：
被执行人姓名 /名称：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粤 0303执 10164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一、原告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日将 6500万
元借款出借给被告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兆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1日支付了自 2019年 1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期间的利息 325万元（利率按 2.5%/月计
算），被告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确认不会就该已付款项超
过月利率 2%部分的利息向原告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主张任何
权利；二、被告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 2020年 4月 10
日前向原告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偿还全部借款本金 6500万元
及利息 433.33万元（计息期间：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4月
10日，以 65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计算）；三、如被告深圳市
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按上述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则继
续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的标准计付利息至款项清偿
之日；四、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 187462.50元，由被告深圳市兆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并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支付给原告深圳
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五、如被告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逾
期支付超过 10日，原告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可就本协议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二、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经公司与罗湖法院核实情况，

罗湖法院未向公司送达失信名单决定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
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 第十四条的规定：“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费
措施， 必须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的若干规定》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被执行人，坚决不得
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费惩戒措施。 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被执行人，决定采取
惩戒措施的，应当制作决定书或限制消费令，并依法由院长审核后签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虽然纳入失信名单决定书由院长签
发后即生效， 但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送达当事人， 坚决杜绝只签
发、不送达等不符合法定程序的现象发生。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十
五条的规定：“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必须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各地法院可
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于决定纳入失信名单或者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被执行人，
可以给予其一至三个月的宽限期。 ”

综上， 罗湖法院在未向公司送达失信名单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并未给予一定宽
限期限的情况下，便将公司纳入失信名单的执行措施未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于此，公司正向罗湖法院递交《关于纠正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纳
入失信名单执行措施的申请书》。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公司形象有负面影响，目前公司正在积极

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 尽快向罗湖法院申请撤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消除负面影
响。

2、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偿还科恩斯实业借款，若公司未在法定时间内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不排除继续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可能。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34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3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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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201069 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要求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
明和解释，并在 3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对反馈意见中的相关问题进
行逐项落实后，及时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在规定期限内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59
债券代码：128080 债券简称：顺丰转债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顺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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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
1、调整前“顺丰转债”转股价格为：40.14 元 / 股
2、调整后“顺丰转债”转股价格为：40.15 元 / 股
3、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0 年 6 月 19 日
一、关于“顺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公开发行了

5 ,8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顺丰转债，债券代码：128080），根据《顺丰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顺丰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 若公司发生派送红
股、 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并于
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
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
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前次“顺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实施了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顺丰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
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顺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起由原来的
40.41 元 / 股调整为 40.14 元 / 股。

三、本次“顺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

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
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
标，根据《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所涉及的 944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内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
司回购注销。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人员合计持有的 218.2222 万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24.464 元 / 股。

近日， 公司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本次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4,422,030,407 股减少至 4,419,848,185 股，减
少股份 2,182,222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

根据公司《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
行条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 顺丰转债转股价格将调整为
40.15 元 /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生效。 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

P0=40.14 元 / 股，A=24.464 元 / 股，k=-2,182,222 股 /4,422,030,407 股 =-0.
0493%；

P1=（P0+A×k）/（1+k）=40.15 元 / 股。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58
债券代码：128080 债券简称：顺丰转债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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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别提示 ：
1、公司已完成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 944 名因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而不具备解除限售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内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18.2222 万股进行
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0493%，回购价格为 24.464 元
/ 股，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53,385,879.10 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 根据《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
定， 所涉及的 944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回购
注销上述人员合计持有的 218.2222 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 24.464 元 / 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8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项的议
案》。

2、2018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以及《关于核实〈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8 年 5 月 12 日，公司公告披露《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授
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18 年 5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5、2018 年 6 月 13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
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18 年 7 月 6 日， 公司董事会已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
作，授予日为 2018 年 6 月 13 日，首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9 日。 公
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对象为 1139 人，首次授予的股份数量为
523.1982 万股，占授予日时点公司总股本的 0.12%。

7、2018 年 10 月 25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顺丰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8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以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为授予日，授予 26 名激励对象 43.0962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公告披露《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

留限制性股票作废的公告》，2018 年限制性股票部分已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作
废。

9、2019 年 1 月 3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 34 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
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4.7278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24.511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19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事项。

10、2019 年 3 月 14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
意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 1105 名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
考核要求未能达标及 37 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262.8136 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24.581 元 / 股。 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11、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披露《关于因权益分派事项调整公司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经调整后，确定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24.369 元 / 股。

12、2019 年 12 月 5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
会同意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 124 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
励对象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7.4346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
价格为 24.633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19 年 12 月 27 日， 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13、2020 年 3 月 23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
意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 944 名因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
核要求未能达标而不具备解除限售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
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18.2222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
价格为 24.741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0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事项。

14、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披露《关于因权益分派事项调整公司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因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事项尚未办理完毕， 公司已经实施了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
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需对本次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回购金额进行调整。 经调整后， 确定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所涉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24.464 元 / 股，回购金额为 53,385,879.10 元。

二、回购注销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1、回购注销原因、数量及价格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根据经会计师审计的财务

报告显示 ，2019 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207,763,900.82 元，未能达到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即以 2017 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基数，2019 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4%。 公司将按照《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 944 名不
具备解除限售资格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18.2222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24.741 元 / 股。 因公司在实施上述回购注销前，公
司已经实施了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相关规定，公司需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回购金额进行
调整。 经调整后， 确定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24.464 元 / 股，回购金额为 53,385,879.10 元。

2、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一）回购价格的调整程序
根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九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原则”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派息、配股、增发、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
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P＝P0/（1＋n）
（1） 其中：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n 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
票红利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派息：P＝P0-V
其中：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

后，P 仍需大于 1，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

（3）配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实施配股的，公司如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则因获授限制性股票经配股所得股份应由公司一并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所获授
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按授予价格或本次配股前已调整的回
购价格确定，因获授限制性股票经配股所得股份的回购价格，按配股价格确定。

（4）缩股
P＝P0÷n
其中：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n 为缩股比例；P 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5）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调整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 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调整回购价格后，应及时公告。
（6）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本次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公司需对 944 名因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而不具备解

除限售资格的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所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18.2222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确定 2018 年 6 月 13 日为首次授予日， 授予价格为 24.33 元 / 股， 于 2018
年 7 月 6 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8 年 7 月 9 日。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公告了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公司以现有
总股本 4,418,326,672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
11,010,729 股股份）后 4,407,315,94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1 元，并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实施完毕，因此 P1=P0-V=24.33-0.21=24.12 元 / 股。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告了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以公司现有
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 4,403,300,190 股为基数，其中回购股份 11,010,729 股，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2.7 元（含税），并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实施完毕，
因此 P2=P1-V1=24.12-0.27=23.85 元 / 股。

根据《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九

章、回购注销原则”之“（一）、回购注销的原则”：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发生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情形的，回购价格 = 授予价
格×（1+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同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距离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的天数÷365 天）。

注：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含当天）起计算利息到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注销议案之日（不含当天），不满一年按照一年同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满
一年不满两年按照一年同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 满两年不满三年按照两年同
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

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218.2222 万股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加上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本次资金使用期限，确定为一年期，因
此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为 1.50%。

P3=P2×（1+1.50%×D÷365）=23.85×（1+1.50%×626÷365）=24.464 元 / 股。
其中：P3 为回购价格，P2 为经派息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D 为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距离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的天数。
综上，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后为 24.464 元 / 股，本次用于回购的资

金总额调整后为 53,385,879.10 元，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公开发行了 5,8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顺丰转债，债券代码：12808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
则》、《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
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公司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40.15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顺丰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调整“顺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2020 年 5 月 25 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

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0）第 0382 号）。
2020 年 6 月 17 日，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 2,182,222 股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证

券账户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将相应减少。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预计如下（具体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份 68,627,958 1.55% -2,182,222 66,445,736 1.50%
二、无限售流通股份 4,353,402,449 98.45% - 4,353,402,449 98.50%
三、总股本 4,422,030,407. 100.00% -2,182,222 4,419,848,185 100.00%

注：1、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2、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 5 月 22 日起进入转股期，总股本数量可
能因债券持有人的转股情况而发生变化，截至本次回购注销前，因可转债转股公司
总股本增加 7,719,488 股。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

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职，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