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82

■ 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 重要提示

一.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陈晓华 董事长 因公务 付俊雄

段秋荣 董事 因公务 连永久

郭成洲 董事 因公务 付俊雄

1.2� �公司负责人陈晓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付俊雄、总会计师王一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鲁中年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17,553,505,945.27 218,209,265,921.73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540,058,900.67 42,803,990,684.04 1.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9,908,945.78 -9,822,672,276.1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1,700,405,137.92 20,884,621,552.41 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7,425,654.23 757,696,218.81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5,079,038.36 730,657,689.08 -8.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4 2.436 减少0.3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 0.133 -9.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0 0.133 -9.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196,628.4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9,544,953.2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777,574.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8,958.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234,064.64

所得税影响额 -10,316,259.88

合计 32,346,615.8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3,58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1,949,448,239 42.3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8,343,785 3.0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70,785,800 1.54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56,836,029 1.23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201,346 1.00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4,999,789 0.76 0 无 0 其他

闫小虎 28,410,839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23,773,950 0.52 0 无 0 其他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20,299,862 0.44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618,900 0.36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1,949,448,239 人民币普通股 1,949,448,23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8,343,785 人民币普通股 138,343,78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7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70,785,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56,836,029 人民币普通股 56,836,02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201,346 人民币普通股 46,201,34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4,999,789 人民币普通股 34,999,789

闫小虎 28,410,839 人民币普通股 28,410,83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23,773,950 人民币普通股 23,773,95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20,299,862 人民币普通股 20,299,86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61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1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1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变化原因

应付票据 4,995,820,201.68 2.30 2,717,201,183.75 1.25 83.86

主要是本期开具承兑汇

票增加

应付股利 498,372,848.64 0.23 354,597,848.64 0.16 40.55

主要是已计提尚未支付

的应付永续债利息增加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17,614,773.26 -0.10 -372,768,899.26 -0.17 不适用

主要是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公允价值以及外币折

算差额变动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

期 金额变动比例

（%）

变化原因

其他收益 368,666,910.62 269,490,201.07 36.80 主要是水泥业务和环保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

期 金额变动比例

（%）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99,908,945.78 -9,822,672,276.17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业务较上期投入减少、 工程板块

支付工程款流出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76,855,520.72 -3,580,120,276.96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79,494,642.01 9,493,766,187.94 -110.32 主要是本期借款流入现金较上期大幅度下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晓华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9-028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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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

知，2019年4月26日在武汉总部第二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付俊雄副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

到董事6名，陈晓华董事长、郭成洲董事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均委托付俊雄副董事长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段

秋荣董事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连永久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同意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在过渡期政策上采用简

化处理，即：租赁负债等于剩余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使用权资产等于租赁负债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 公司于

2019年1月1日对所有租赁（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

折旧和利息费用。

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资产总额2019年期初数增加7.33亿元，负债总额增加7.33亿元，不影响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进行变更，符合相关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其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审议通过关于机电公司和机船公司重组整合进行专业化改造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所属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公司” ）和中国葛洲坝集团机械船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机船公司” ）进行重组整合，具体方式为公司及所属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机船公

司的股权以增资方式注入机电公司，机船公司成为机电公司的子公司，机船公司保留法人资格负责水工机械和钢结构工程

业务的开展和履约。

重组后的机电公司名称不变，仍为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6.6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

司持股99%，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持股0.68%，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持股0.32%。 本次重组将对

原双方的品牌、资质、业绩、资源、市场、科研进行集中，致力于将新的机电公司打造成为国内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电

与金属结构工程公司，水电机组安装全球知名品牌。

四、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斯里兰卡分公司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设立公司斯里兰卡分公司，根据当地法律要求，分公司中文名称为“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外文

名称为“China� Gezhouba� Group�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址为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经营范围为电力、港口、公路、

桥梁、机场、铁路、城市轨道、房屋建筑、河道疏浚、基础工程处理、水利水电、市政及工业与民用建筑等建设工程的总承包及

工程勘测、设计、采购、施工、咨询、项目管理；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服务和转让；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的生产、制造、安装、销售和租赁；实业投资及资产管理业务；进出口业务等。

五、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长三角区域代表处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设立公司长三角区域代表处，主要负责区域内工程项目信息跟踪、组织投标、项目监管，为所属单位在区域

内开展各类业务提供支持和服务等。

六、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北京代表处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北京代表处,主要负责与相关大型企业对接，指导服务所属单位参与工程项目投标等。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限公司和墨西哥有限公司注资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葛洲坝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注册，注册资本金为4.2万美元，其中

本公司出资20%，但未进行注册资本金的实际缴纳，董事会同意此次向中国葛洲坝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限公司注资0.84万美

元。

中国葛洲坝集团墨西哥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在墨西哥城注册， 注册资本金为7.000008万美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

40%，但未进行注册资本金的实际缴纳，董事会同意此次向中国葛洲坝集团墨西哥有限公司注资2.8万美元。

八、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波黑有限公司名称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波黑有限公司的议

案》。 因波黑相关法律规定，董事会同意将其名称变更为：中文名称“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波黑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ezhouba� Group� Corporation� BH� Ltd.” ，波斯尼亚语名称“Gezhouba� korporacijska� grupa� BH� d.o.o.” ，其他事

项保持不变。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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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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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在公司第三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宋领主持，应到监事7名，实到监事5名,� 邹宗宪、冯波监事分别委托张大学、李新波监事代为出席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监事会对《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监事会认为：符合上级和公

司制度规定。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根据规定，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议，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本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Jürgen� V?hringer、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陶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英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17,539,691.86 1,065,226,378.03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50,725,701.94 826,237,848.61 2.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3,858,104.68 -10,270,459.10 716.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9,426,791.02 169,718,263.14 -1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087,852.75 17,301,360.45 -2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263,231.61 14,389,240.67 -42.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7% 2.34% 减少0.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9 -42.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9,551.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4,4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5,191,185.6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801,215.49

合计 4,824,621.1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2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菲林格尔控股有限公司 33,800,000 29.02 33,800,000 无 0 境外法人

ASIA� PACIFIC� GROUP�

INTERNATIONAL�LIMITED

25,350,000 21.76 25,350,000 无 0 境外法人

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702,500 17.77 20,702,5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申茂仓储有限公司 2,535,000 2.18 2,535,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多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12,500 1.81 2,112,5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王正 1,095,060 0.9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敦银 1,040,000 0.89 728,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俊全 614,75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陶媛 520,000 0.45 364,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聪 520,000 0.45 364,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王正 1,095,060 人民币普通股 1,095,060

林俊全 614,750 人民币普通股 614,750

民生通惠资产－工商银行－民生通惠通汇6号资产

管理产品

489,950 人民币普通股 489,950

红星美凯龙家居商场管理有限公司 418,960 人民币普通股 418,960

刘敦银 3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000

王明洋 219,533 人民币普通股 219,533

余清荣 190,601 人民币普通股 190,601

王泽洋 181,780 人民币普通股 181,780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800

郭楚潮 17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法人股东香港亚太、 新发展集团、 申茂仓储均系实际控制人丁福如控制的企

业，多坤建筑系丁福如之子丁佳磊持股

67.06%的企业，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5,0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52%。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及说明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5,413,568.41 194,542,011.46 -45.81%

主要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及销售

收入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329,176.11 1,210,347.16 92.44% 主要为本期代理商短期授信增加所致

其中：应收票据 250,000.00 -100.00%

主要为公司上年收到承兑汇票， 本期

已全部支付

应收账款 2,329,176.11 960,347.16 142.53% 主要为本期代理商短期授信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5,159,908.09 9,470,467.08 -45.52% 主要为期初大型设备未验收

其他应收款 1,261,291.67 555,579.15 127.02%

主要为2019年一季度员工备用金较年

初增加

在建工程 8,527,018.25 879,867.67 869.13% 主要为二期厂房项目投资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7,882,972.45 14,090,802.30 -44.06%

主要为本报告期支付员工上年度经营

业绩奖所致

应交税费 -6,055,133.52 23,102,549.44 -126.21% 主要为上年末未交税金压库所致

其他应付款 51,107,392.51 75,776,972.58 -32.56% 主要为预提费用核销导致

其他综合收益 11,920,347.67 2,916.67 408597.17%

为购买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

所致

3.1.2�报告期内利润表变动情况及说明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9,744,175.99 16,815,167.07 -42.05%

本报告期公司广告费核销政策发生变

化

财务费用 -267,507.77 -410,589.69 -34.85% 本报告期利息收入减少

其中：利息收入 -311,873.20 -529,414.97 -41.09% 本报告期利息收入减少

投资收益 5,191,185.63 3,175,237.84 63.49% 本期理财收益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39,551.00 -4,614.57 -3124.14% 本报告期处置闲置设备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10,700.00 21,000.00 -49.05%

本报告期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减少

营业外支出 50,000.00 -100.00% 本报告期对外捐赠款减少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 -40.00%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净利润减少，股

数增加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9 -42.11%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净利润减少，股

数增加

3.1.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及说明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858,104.68 -10,270,459.10 -716.50%

主要系本年度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较

上年同期减少及本期缴纳上年税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0,338.37 2,256,095.25 -333.60%

主要系本年度报告期内投资支出金额

大于收回金额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Jürgen�V?hringer

日期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226

证券简称：菲林格尔 公告编号：

2019-019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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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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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8 － 2019/5/9 2019/5/10 2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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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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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76,7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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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43,025元， 转增34,943,025股， 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51,

419,7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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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8 － 2019/5/9 2019/5/10 2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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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林格尔控股有限公司

ASIA� PACIFIC�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申茂仓储有限公司

上海多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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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2]85号通知》”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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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5]101号通知》” ），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其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分红派息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3元。 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公司A股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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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个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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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

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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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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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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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函

[2009]47号通知》” ）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7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

定在取得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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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股东（“沪股通股东” ），其现

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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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4]81号通知》” ），该现金红利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为每股人民币0.27元。 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持有公司A股限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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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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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税负为10%，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为每股人民币0.27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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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元

（6）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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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59,930 26,147,979 113,307,90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9,316,820 8,795,046 38,111,866

1、 A股 29,316,820 8,795,046 38,111,866

三、股份总数 116,476,750 34,943,025 151,419,775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151,419,775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0.54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7192899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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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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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由于工作原因，董事Jürgen� V?hringer先生、Thomas� V?hringer先生

及钱小瑜女士通过通讯表决）。 董事出席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长Jürgen� V?hringer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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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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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在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监事出席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菊新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已履行了相关程序，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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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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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崔洪宇、刘玉山及柏磊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决定将上述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3,68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鉴于公司将于2019年5月10日实施完成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故届时将按照权益分配实施完成后的股份情况进行回购。 有关事项如下：

一、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7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等议

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7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并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

3、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至2017年9月5日在内部对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4、2017年9月11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

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5、2017年9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限制性

股票价格、激励对象授予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进

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6、2017年10月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

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权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89,608,000股。

7、2018年6月21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

议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9,608,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股转增0.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1,649.04万股。 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已实施完成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

8、2018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及取消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进行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同意40名激励对象获授

的1,145,820股解锁；同时同意公司取消授予94.9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9、2018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杨锋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650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已

实施完成本次回购注销。

10、2019年4月16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

议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6,476,7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股转增0.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51,419,775股。 公司将于2019年5月10日实施完成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

11、2019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根据公司2017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崔洪宇、刘玉山及柏磊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和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崔洪宇、刘玉

山及柏磊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决定按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43,680股限制性股票。 鉴于

公司将于2019年5月10日实施完成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故届时将按照权益分配实施完成后的股

份情况进行回购，即56,784股。

（二）回购价格及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十四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的相关规定，在激励

对象主动辞职的情形下，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回购实施前20

个交易日均价的孰低者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十六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发生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

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P＝P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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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率 （即每

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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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须大于1。

鉴于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已实施完成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9,608,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公司将于2019年5月10

日实施完成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6,476,7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故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需按前述调整方法进行调整，调整结果如下：

P1=（P0-V）÷（1＋n）=（15.22-0.3）÷（1+0.3）=11.48元/股。

P2=（P1-V）÷（1＋n）=（11.48-0.3）÷（1+0.3）=8.6元/股

故，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8.6元/股。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488,342.4元。

三、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87,159,930 -43,680 87,116,250

无限售条件股权 29,316,820 0 29,316,820

总计 116,476,750 -43,680 116,433,070

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3,307,909 -56,784 113,251,125

无限售条件股权 38,111,866 0 38,111,866

总计 151,419,775 -56,784 151,362,991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因本次回购注销引起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并修订《公司章程》中

的相应条款以及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四、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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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勤勉职责，尽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激励对象崔洪宇、刘玉山及柏磊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回购

注销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已履行了相关程序，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公司已就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确定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激励

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记及

减少注册资本等手续。

八、备查文件

1、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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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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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n.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董事会通过的回购注销方案，公司将回购3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3,68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11.48元/股。 鉴于公司将于2019年5月10日实施完成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故届时将按照权益分

配实施完成后的股份情况进行回购；即回购数量为56,784股，回购价格为8.6元/股。

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16,476,750元

减少至116,433,070元。 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

将由151,419,775元减少至151,362,991元。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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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45日内，均有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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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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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及其他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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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

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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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19年4月30日至2019年6月14日，工作日的8: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上海市奉贤区林海公路7001号 证券事务部，邮编：201414。

3、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孙振伟，联系电话：021-67192899；传真：021-67192415；邮箱：zqswb@vohringer.com。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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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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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本公司” ）董事、总裁刘敦银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9%；公司副总裁李聪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5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45%；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陶媛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0.45%；公司董事会秘书孙振伟先生持有公司1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7%。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因偿还个人贷款的资金需求，孙振伟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

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后至未来6个月内（即减持期间自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11月23日），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分别减持股份，其中，刘敦银先生拟减持不超过1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3%；李

聪先生拟减持不超过12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0%；陶媛女士拟减持不超过13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比例的0.11%；孙振伟先生拟减持不超过4,8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04%。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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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敦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1,040,000 0.89% 其他方式取得：1,040,000股

李聪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520,000 0.45% 其他方式取得：520,000股

陶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520,000 0.45% 其他方式取得：520,000股

孙振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19,500 0.017% 其他方式取得：19,500股

备注：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包括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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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敦银

不超过 ：150,

000股

不 超 过 ：

0.13%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50,

000股

2019/5/24 ～

2019/11/23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偿还个人贷款的

资金需求

李聪

不超过 ：120,

000股

不 超 过 ：

0.10%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20,

000股

2019/5/24 ～

2019/11/23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偿还个人贷款的

资金需求

陶媛

不超过 ：130,

000股

不 超 过 ：

0.11%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30,

000股

2019/5/24 ～

2019/11/23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偿还个人贷款的

资金需求

孙振伟

不 超 过 ：4,

800股

不 超 过 ：

0.004%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4,800

股

2019/5/24 ～

2019/11/23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个人资金需求

备注：

1、刘敦银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1,040,000股的25.00%；李聪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520,000股的25.00%； 陶媛女士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520,000股的

25.00%；孙振伟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19,500股的25.00%

2、上述“计划减持比例”指计划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

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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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及孙振伟先生承诺自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十二个月内为限售期，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及孙振伟先生承诺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减持计划是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及孙振伟先生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自主决定进行的减持。在减持期间内，

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及孙振伟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股份减

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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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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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

况，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及孙振伟先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

务，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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