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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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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3月13日通过电子邮

件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17年3月24日上午9：00在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科技大厦三楼会议室以通讯与

现场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计9人，会议由董事长李世江先生主

持，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表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回避表决6票。

关联董事李世江、侯红军、李凌云、李云峰、韩世军、陈岩回避表决。

详见2017年3月25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9）。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2017年3月25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

3、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激励对象邢金勇、程安宇、郭汾、张军、王军离职，靳麦来死亡，公司拟将上述不符合激励条件的第

二期、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共计405,000股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

本减少。 此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从628,105,387元人民币减至627,700,387元人民币。

同时，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28,105,387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27,700,387元。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628,105,387股，均为人民币普

通股。

第十九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627,700,387股， 均为人民币普

通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议案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对2016年度报告进行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2017年3月25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 2016�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7-032）。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定于2017年4月10日下午2:30在公司科技大厦三楼会议室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2017年3月25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033）。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

2017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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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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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7年3月24日上午10:00在焦作

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科技大厦五楼会议室以通讯与现场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

2017年3月13日按《公司章程》规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监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

监事5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双成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 216�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 《激励计划》

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二期解锁手续。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原激励对象邢金勇、程安宇、郭汾、张军、王军离职，靳麦来死亡，已不再符合激

励条件。 根据《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以上

股票。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对2016年度报告进行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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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2、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 216名， 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217,

5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899%；

3、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锁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

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7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设定的 2015� 年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根据《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办理 2015�年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中符合解锁条件部分的股票解锁事宜。 公司董

事会办理本次解锁事宜已经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一）201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第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申请备案

材料。

（二）公司于 2015�年 2�月 6�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材料

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三）、201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2015年3月23日，公司召开了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五）2015年5月2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560,

000股，授予日期为2015年4月28日，授予价格为9.69元/股，授予对象为222名，上市日期为2015年5月27日。

（六）2016� 年4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

件已经成就。同意222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3,424,00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3628%。 在办理解锁手续前，因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转增15股，上述解锁数

量调整为8,56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3628%。并于2016年4月18日发布《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

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七）2017� 年3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解锁条件 成就条件

一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

条件。

二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

条件。

三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以2012-2014年营业收入平均数为基数， 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

入增长率不低于40%； 以2012-2014年净利润平均数为基数， 公司

2016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0%

2016年公司完成营业总收入2,857,032,

331.91元， 比2012-2014年营业收入平

均数增长66.88%；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

润为526,341,189.17元， 比2012-2014年

净利润平均数增长了5174.18%。

四

激励对象层面考核目标

根据公司《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前一个会

计年度考核结果为及格及以上。

2016年度， 除5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

励对象死亡，其余216名股权激励对象

绩效考核均达标， 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会将于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

锁期满后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相关事宜。

三、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期解锁的核查意见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达标即及格及以上，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

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 2016年度的经营业绩、拟解锁的 216名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及公司《激励计划》中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期解锁条件的要求，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按照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的相关事宜。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 216�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 《激励计划》

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二期解锁手续。

六、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相关事宜的

法律意见书

公司已履行了本次解锁现阶段需要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激励计划》 中规定的本次解锁的各项条件已满

足，尚待公司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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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鉴于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达到解锁条件，公

司拟对本期解锁中部分离职、死亡的股权激励对象解锁股份进行回购注销，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一）201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第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申请备案

材料。

（二）公司于 2015�年 2�月 6�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材料

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三）、201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2015年3月23日，公司召开了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

宜。 同时，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回购注销激

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激

励计划》等。

（五）2015年5月2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560,

000股，授予日期为2015年4月28日，授予价格为9.69元/股，授予对象为222名，上市日期为2015年5月27日。

（六）2016� 年4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

就。同意222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3,424,000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1.3628%。 在办理解锁手续前，因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转增15股，上述解锁数量调整为8,

56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3628%。并于2016年4月18日发布《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公告》。

（七）2017� 年3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对原激励对象邢金勇、程安宇、郭汾、张军、王军离职，靳麦来死亡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第二期、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原因

2016年公司原激励对象邢金勇、程安宇、郭汾、张军、王军离职，靳麦来死亡，根据《激励计划》之 “第十三章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的相关规定，以上激励对象已不符合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第三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条件，公司应将上述不符合激励条件的第二期、第三期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三、回购数量、价格及定价依据

（一）回购数量

本次回购邢金勇、程安宇、郭汾、张军、王军、靳麦来6名激励对象持有的2015年限制性股票第二期、第三期股

票共计405,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64%。

（二）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之 “第十三章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上述6名股权激励对象所

持2015年限制性股票第二期、第三期股票，由公司对未解锁部分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9.69元。在授予日后，公司于2015年5月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后将授予价格调整为3.82元，因此公司将按授予价格3.82元/股进行回购。

四、回购股份相关说明

项目 内容

回购股票种类 股权激励限售股

回购股票数量（股） 405,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数量（股） 12,840,000

回购股票占股权激励限售股的比例 3.154%

回购股票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64%

限制性股票回购单价（元） 3.82

回购金额（元 1,547,100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五、回购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本次变动前 回购注销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95,464,902 15.20 405,000 95,059,902 15.1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12,840,000 2.04 405,000 12,435,000 1.98

高管锁定股 82,624,902 13.15 0 82,624,902 13.1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32,640,485 84.80 0 532,640,485 84.86

三、股份总数 628,105,387 100 405,000 627,700,387 100

六、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轻微，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

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七、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依据《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之 “第十三章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

止” 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作废，并以授予价格进

行回购注销。

经核查：公司原激励对象邢金勇、程安宇、郭汾、张军、王军离职，靳麦来死亡，已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将上述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符合《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依据、回购程序、

回购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激励计划》及相关程序回购注销以上股票。

八、公司监事会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原激励对象邢金勇、程安宇、郭汾、张军、王军离职，靳麦来死亡，已不再符合激

励条件。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以上股票。

九、律师对本次回购注销的专项法律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由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

次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现行适用的《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惟尚须办理因本次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而致使注册资本减少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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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原激励对象邢金勇、程安宇、郭汾、张军、王军离职，靳麦来死亡，

根据《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之“第十三章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的相

关规定，以上激励对象已不符合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条件，公司拟将上述不

符合激励条件的第二期、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共计405,000股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此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从628,105,387元人民币减至627,700,387元人民币。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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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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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议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定于2017年4月10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9日-2017年4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7年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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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

间为：2017年4月9日15:00至2017年4月1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

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股权登记日：2017年4月5日（星期三）

5、出席对象：

（1）2017年4月5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会议表决；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科技大厦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

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本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17年3月25日刊

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7）、《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28）】。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

2017�年4月7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原件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

证等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股东账户卡、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等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须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并请认真填写回执，

以便登记确认，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上资料须于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

（4）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会议当天现场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一。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科技大厦证券部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陈相举、证券事务代表原秋玉

联系电话：0391-2956992

联系传真：0391-2956956

联系邮箱：dfdzqb@126.com

2、与会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3、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按时参加。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

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407” ，投票简称为“多氟投票” 。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 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议案 议案内容 议案编码 对应委托股数

1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

1股表示同意

2股表示反对

3股表示弃权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上述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4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7�年 4月 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前一日）下午 3:00，结束时间

为 2017�年 4月 1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 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 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 股 东 根 据 获 取 的 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 ， 可 登 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授权二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致：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个人）出席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 表决事项（不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意见（请在选项下打“√” ）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代理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7-032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年度报告及

审计报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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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17� 年 3� 月 8� 日披露了2016� 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

告。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查发现，由于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 “特定交易或

事项中与股份支付相关的当期及递延所得税” 理解不到位，在计算2016年度所得税时，按税法规定“在股权激励

计划可行权后，上市公司方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

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 ，将所得税前可扣除金额42,467,016.00元调减当期所得税费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规定：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支出在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确认为成本费用

时，预计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的金额超过会计准则规定确认的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成本费用，超过部分的所得税

影响应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公司将2016年度所得税前可扣除的金额超过会计准则的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成本费

用部分的所得税影响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金额为39,357,606.00元）。 根据上述会计科目调整，公司对

2016�年度财务报告中所得税费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

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数据进行更正。

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7,122,393.66 39,191,519.43 1,219.48% 4,221,96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565,698,795.17 25,635,533.48 2,106.70% -8,375,873.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07 1,071.43%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 0.07 1,071.43%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7% 2.54% 19.83% 0.29%

更正后

单位：元

单位：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4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7,764,787.66 39,191,519.43 1,119.05% 4,221,96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526,341,189.17 25,635,533.48 1,953.17% -8,375,873.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07 985.71%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6 0.07 985.71%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84% 2.54% 18.30% 0.29%

（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8,066,568.34 735,133,002.48 839,487,076.41 744,345,68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151,140.17 138,240,298.06 128,194,323.67 138,536,63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6,990,712.81 152,441,163.03 141,543,178.92 154,723,74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951,215.05 8,609,494.44 128,247,658.25 71,168,588.42

更正后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8,066,568.34 735,133,002.48 839,487,076.41 744,345,68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151,140.17 138,240,298.06 128,194,323.67 99,179,02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6,990,712.81 152,441,163.03 141,543,178.92 115,366,13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951,215.05 8,609,494.44 128,247,658.25 71,168,588.42

二、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更正前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12.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19.48%。

更正后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776.4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119.05%。

三、第五节 重要事项

（一）公司普通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更正前

公司近三年（包括本报告期）普通股现金分红情况表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

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的比率

以其他方式

现金分红的

金额

以其他方式

现金分红的

比例

2016年 94,215,808.05 517,122,393.66 18.22% 0.00 0.00%

2015年 37,686,323.25 39,191,519.43 96.16% 0.00 0.00%

2014年 13,353,600.00 4,221,969.48 316.29% 0.00 0.00%

更正后

公司近三年（包括本报告期）普通股现金分红情况表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

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的比率

以其他方式

现金分红的

金额

以其他方式

现金分红的

比例

2016年 94,215,808.05 477,764,787.66 19.72% 0.00 0.00%

2015年 37,686,323.25 39,191,519.43 96.16% 0.00 0.00%

2014年 13,353,600.00 4,221,969.48 316.29% 0.00 0.00%

（二）本报告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更正前

单位：元

可分配利润（元） 685,651,712.65

现金分红占利润分配总额的比例 100.00%

本次现金分红情况

其他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详细情况说明

2017年3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拟定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628,105,3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94,215,808.05元，送红股0股（含税）。并报请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更正后

单位：元

可分配利润（元） 650,229,867.25

现金分红占利润分配总额的比例 100.00%

本次现金分红情况

其他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详细情况说明

2017年3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拟定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628,105,3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94,215,808.05元，送红股0股（含税）。并报请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二)�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本公积 1,238,910,242.09 39,357,606.00 1,278,267,848.09

盈余公积 104,514,973.44 -3,935,760.60 100,579,212.84

未分配利润 685,651,712.65 -35,421,845.40 650,229,867.25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本公积 1,239,128,693.87 39,357,606.00 1,278,486,299.87

盈余公积 104,514,973.44 -3,935,760.60 100,579,212.84

未分配利润 711,699,313.10 -35,421,845.40 676,277,467.70

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所得税费用 50,148,966.75 39,357,606.00 89,506,572.75

净利润 514,813,152.02 -39,357,606.00 475,455,546.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7,122,393.66 -39,357,606.00 477,764,787.66

综合收益总额 514,814,947.19 -39,357,606.00 475,457,341.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17,123,754.58 -39,357,606.00 477,766,148.58

基本每股收益 0.82 -0.06 0.76

稀释每股收益 0.82 -0.06 0.76

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所得税费用 46,836,068.64 39,357,606.00 86,193,674.64

净利润 555,388,998.10 -39,357,606.00 516,031,392.10

综合收益总额 555,388,998.10 -39,357,606.00 516,031,392.10

5、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

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 号填列）

376,863,232.00 -356,997,532.00 -33,948,960.00 1,360.92 55,538,899.81 396,956.05 423,500,214.55 -5,868,807.38 527,383,283.95

（一）综合收益总额 1,360.92 517,122,393.66 -2,308,807.38 514,814,947.20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9,865,700.00 -33,948,960.00 53,814,660.00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33,948,960.00 33,948,960.00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19,865,700.00 19,865,700.00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55,538,899.81 396,956.05 -93,622,179.11 -3,560,000.00 -41,246,323.25

1．提取盈余公积 55,538,899.81 -55,538,899.81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96,956.05 -396,956.05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37,686,323.25 -3,560,000.00 -41,246,323.25

4．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376,863,232.00 -376,863,232.00

1．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

本）

376,863,232.00 -376,863,232.00

2．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

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628,105,387.00 1,238,910,242.09 48,997,440.00 1,360.92 104,514,973.44 626,780.64 685,651,712.65 268,814,987.70 2,877,628,004.44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

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

以“－” 号填列）

376,863,232.00 -317,639,926.00

-33,948,

960.00

1,360.92 51,603,139.21 396,956.05 388,078,369.15 -5,868,807.38 527,383,283.95

（一）综合收益总额 1,360.92 477,764,787.66 -2,308,807.38 475,457,341.20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59,223,306.00

-33,948,

960.00

93,172,266.00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33,948,

960.00

33,948,960.00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

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19,865,700.00 19,865,700.00

4．其他 39,357,606.00 39,357,606.00

（三）利润分配 51,603,139.21 396,956.05 -89,686,418.51 -3,560,000.00 -41,246,323.25

1．提取盈余公积 51,603,139.21 -51,603,139.21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96,956.05 -396,956.05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

配

-37,686,323.25 -3,560,000.00 -41,246,323.25

4．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376,863,232.00 -376,863,232.00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

本）

376,863,232.00 -376,863,232.00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

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628,105,387.00 1,278,267,848.09 48,997,440.00 1,360.92 100,579,212.84 626,780.64 650,229,867.25 268,814,987.70 2,877,628,004.44

6、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

计

三、本期增减变动

金 额 （减 少 以

“－” 号填列）

376,863,232.00 -356,997,532.00 -33,948,960.00 55,538,899.81 462,163,775.04 571,517,334.85

（一）综合收益总

额

555,388,998.10 555,388,998.10

（二）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19,865,700.00 -33,948,960.00 53,814,660.00

1．股东投入的普

通股

-33,948,960.00 33,948,960.00

2．其他权益工具

持有者投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金

额

19,865,700.00 19,865,700.00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55,538,899.81 -93,225,223.06 -37,686,323.25

1．提取盈余公积 55,538,899.81 -55,538,899.81

2．对所有者（或

股东）的分配

-37,686,323.25 -37,686,323.25

3．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376,863,232.00 -376,863,232.00

1．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376,863,232.00 -376,863,232.00

2．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628,105,387.00 1,239,128,693.87 48,997,440.00 104,514,973.44 711,699,313.10 2,634,450,927.41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三、 本期增减变

动金额（减少以

“－” 号填列）

376,863,232.00 -317,639,926.00 -33,948,960.00 51,603,139.21 426,741,929.64 571,517,334.85

（一） 综合收益

总额

516,031,392.10 516,031,392.10

（二）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59,223,306.00 -33,948,960.00 93,172,266.00

1． 股东投入的

普通股

-33,948,960.00 33,948,960.00

2． 其他权益工

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

3．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19,865,700.00 19,865,700.00

4．其他 39,357,606.00 39,357,606.00

（三）利润分配 51,603,139.21 -89,289,462.46 -37,686,323.25

1． 提取盈余公

积

51,603,139.21 -51,603,139.21

2． 对 所 有 者

（或股东） 的分

配

-37,686,323.25 -37,686,323.25

3．其他

（四）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376,863,232.00 -376,863,232.00

1．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或股

本）

376,863,232.00 -376,863,232.00

2．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或股

本）

3．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4．其他

四、 本期期末余

额

628,105,387.00 1,278,486,299.87 48,997,440.00 100,579,212.84 676,277,467.70 2,634,450,927.41

（三）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55、资本公积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资本溢价（股本溢价） 1,572,704,750.44 20,729,400.00 376,863,232.00 1,216,570,918.44

其他资本公积 23,203,023.65 19,865,700.00 20,729,400.00 22,339,323.65

合计 1,595,907,774.09 40,595,100.00 397,592,632.00 1,238,910,242.09

（2）其他资本公积--未行权的股份支付金额本期增加19,865,700.00元，为公司发行限制性股票本期分摊的

股权激励成本。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资本溢价（股本溢价） 1,572,704,750.44 20,729,400.00 376,863,232.00 1,216,570,918.44

其他资本公积 23,203,023.65 59,223,306.00 20,729,400.00 61,696,929.65

合计 1,595,907,774.09 79,952,706.00 397,592,632.00 1,278,267,848.09

（2）其他资本公积--未行权的股份支付金额本期增加59,223,306.00元，其中19,865,700.00元为公司发行限制

性股票本期分摊的股权激励成本，39,357,606.00元为本期公司的第一期股票期权行权可税前扣除的金额超过成本

费用金额，超过部分的所得税影响直接计入资本公积。

59、盈余公积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法定盈余公积 48,976,073.63 55,538,899.81 104,514,973.44

合计 48,976,073.63 55,538,899.81 104,514,973.44

盈余公积说明，包括本期增减变动情况、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提取盈余公积金金额为55,538,899.81元；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法定盈余公积 48,976,073.63 51,603,139.21 100,579,212.84

合计 48,976,073.63 51,603,139.21 100,579,212.84

盈余公积说明，包括本期增减变动情况、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提取盈余公积金金额为51,603,139.21元；

60、未分配利润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本期 上期

调整前上期末未分配利润 262,151,498.10

调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润 262,151,498.10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7,122,393.66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55,538,899.81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96,956.05

应付普通股股利 37,686,323.25

期末未分配利润 685,651,712.65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 上期

调整前上期末未分配利润 262,151,498.10

调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润 262,151,498.10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7,764,787.66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51,603,139.21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96,956.05

应付普通股股利 37,686,323.25

期末未分配利润 650,229,867.25

71、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表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当期所得税费用 53,938,006.81 10,912,220.38

递延所得税费用 -3,789,040.06 3,336,145.78

合计 50,148,966.75 14,248,366.16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当期所得税费用 93,295,612.81 10,912,220.38

递延所得税费用 -3,789,040.06 3,336,145.78

合计 89,506,572.75 14,248,366.16

71、所得税费用-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利润总额 564,962,118.77

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84,744,317.81

子公司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 982,745.05

调整以前期间所得税的影响 -1,797,464.49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影响 -45,407,272.28

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3,210,380.37

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8,416,260.29

所得税费用 50,148,966.75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利润总额 564,962,118.77

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84,744,317.81

子公司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 982,745.05

调整以前期间所得税的影响 -1,797,464.49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影响 -6,049,666.28

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3,210,380.37

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8,416,260.29

所得税费用 89,506,572.75

74、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更正前

单位：元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净利润 514,813,152.02 31,599,112.86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52,188,039.05 -1,975,287.00

更正后

单位：元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净利润 475,455,546.02 31,599,112.86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12,830,433.05 -1,975,287.00

（十六） 其他重要事项

6、分部信息—报告分布的财务信息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制造业分部 贸易业务分部 金融业务分部 分部间抵销 合计

四、 所得税费用 47,793,376.84 119,623.70 2,235,966.21 50,148,966.75

五、 净利润（亏损） 520,647,658.95 -12,450,441.01 6,615,934.07 514,813,152.02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制造业分部 贸易业务分部 金融业务分部 分部间抵销 合计

四、 所得税费用 87,150,982.84 119,623.70 2,235,966.21 89,506,572.75

五、 净利润（亏损） 481,290,052.95 -12,450,441.01 6,615,934.07 475,455,546.02

(十八)�补充资料

6、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更正前

项目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22.37% 0.82 0.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24.47% 0.90 0.90

更正后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84% 0.76 0.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2.96% 0.84 0.84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和审计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和

审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将加强定期报告的编制审核披露工作，避免出现类似情

况。 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2017年 3 月 25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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