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0 月 20 日 星期六

B6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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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国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洪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洪涛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310,158,430.77 4,012,592,142.48 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96,633,510.18 3,141,352,694.06 4.9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17,269,357.55 6.93% 1,763,201,102.54 1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5,852,198.72 29.13% 290,704,423.21 2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0,475,594.94 28.15% 259,737,549.08 1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38,150,237.82 -2,393.10% -266,878,554.89 -70.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44.44% 0.34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33.33% 0.33 1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0.52% 6.22% -1.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109,7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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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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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7,910,009.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36,953.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89,856.76

合计 30,966,874.1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6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国芳 境内自然人 35.94% 313,111,710 239,547,532 质押 25,337,674

陈国红 境内自然人 14.02% 122,123,238 91,592,428

深圳市富安娜家

居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第1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2.05% 17,869,151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信

价值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9% 17,315,530

易方达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1.31% 11,400,000

上海宽远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宽远

价值进取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5% 10,000,077

兴业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兴享进取

景林1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12% 9,784,756

喀斯喀特有限责

任公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05% 9,110,344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睿远景林1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77% 6,688,935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景林丰

收证券信托

其他 0.73% 6,394,079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林国芳 73,564,178 人民币普通股 73,564,178

陈国红 30,530,810 人民币普通股 30,530,810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

17,869,151 人民币普通股 17,869,1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价

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315,530 人民币普通股 17,315,530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1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0,000

上海宽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宽远价

值进取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77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77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享进取景

林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784,756 人民币普通股 9,784,756

喀斯喀特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 9,110,344 人民币普通股 9,110,34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睿

远景林1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6,688,935 人民币普通股 6,688,93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景林丰收

证券信托

6,394,079 人民币普通股 6,394,0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林国芳、陈国红夫妇合计持有本公司49.96%的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

动人。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资产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期初差额 变动率

货币资金 327,379,876.78 487,793,476.30 -160,413,599.52 -32.89%

应收账款 187,130,657.96 325,539,669.20 -138,409,011.24 -42.52%

预付款项 155,507,995.49 34,006,654.31 121,501,341.18 357.29%

其他应收款 71,852,632.43 43,590,210.78 28,262,421.65 64.84%

存货 999,393,529.48 718,840,382.05 280,553,147.43 39.03%

长期待摊费用 62,061,647.69 21,377,520.76 40,684,126.93 190.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93,713.63 20,499,650.03 -17,105,936.40 -83.45%

短期借款 180,000,000.00 - 180,000,000.00 100.00%

预收款项 51,090,230.18 29,272,808.27 21,817,421.91 74.53%

应交税费 54,081,137.61 115,758,666.71 -61,677,529.10 -53.28%

其他流动负债 2,076,133.95 3,601,791.92 -1,525,657.97 -42.36%

1.货币资金减少32.89%，主要是闲置资金转向投资理财；

2.应收账款减少42.52%，主要是本年应收回款的增加；

3.预付账款增加357.29%，主要是预付供应商货款；

4.其他应收款增加64.84%，主要是新增店柜支付押金和质保金等；

5.存货增加39.03%，主要是原材料和线上业务备货；

6.长期待摊费用增加190.31%，主要是本年结算的装修费；

7.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83.45%，主要是预付长期资产款减少；

8.短期借款增加100%，主要是本期增加的流动资金贷款；

9.预收账款增加74.53%，主要是预收货款；

10.应交税费减少53.28%，主要是本期汇算清缴缴纳企业所得税；

11.其他流动负债减少42.36%，主要是1年以内到期的递延收益在本期摊销进损益。

（二）利润表

项 目 本年累计金额 上年累计金额 累计增减额 累计增长率%

管理费用 110,863,938.05 82,016,754.30 28,847,183.75 35.17%

财务费用 874,602.01 -1,299,617.56 2,174,219.57 167.30%

投资收益 37,792,639.45 22,034,526.75 15,758,112.70 71.52%

其他收益 4,942,749.06 - 4,942,749.06 100.00%

营业外收入 5,364,872.55 11,993,209.51 -6,628,336.96 -55.27%

1.管理费用增加35.17%，主要是股票期权费用和业绩奖的影响；

2.财务费用增加167.30%，主要是本年短期借款利息支出影响；

3.投资收益增加71.52%，主要本年理财收益增加；

4.其他收益增加100%，主要是去年同期计入“营业外收入” ；

5.营业外收入减少55.27%，主要是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

（三）现金流量表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同比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878,554.89 -156,217,887.17 -70.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866,872.84 -46,716,575.01 -113.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306,361.10 75,828,593.09 177.34%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70.84%，主要是经营活动对外支付现金大于收到的现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113.77%，主要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大于投

资到期收回的现金；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177.34%，主要是本期短期借款收到的现金流影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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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

东林国

芳、陈国

红夫妇

1.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林国芳、陈国

红夫妇承诺如下："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

本人所控制的企业并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贵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并未拥有从事与贵公司可

能产生同业竞争企业的任何股份、股权或在任何竞

争企业有任何权益；将来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

接从事与贵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不会直接或间接投

资、收购竞争企业，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竞争企业提

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2.若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

定，发行人需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发行人因未

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其

愿在毋需发行人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承担所有相关的

金钱赔付责任。3.2003年7月，经深圳市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局深外经贸资复【2003】2590号文批准，富安娜

有限公司由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截止变

更之日，公司实际经营期不满10年，根据外商投资企

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公司应退还作为外商

投资企业期间曾享受的所得税减免优惠，共计17.09

万元。虽然公司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了相关变更手续，相关机构未提出退还

已享受税收优惠的要求，但追缴上述税收优惠的风

险仍存在。为保证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公司

控股股东林国芳、陈国红夫妇向公司承诺由其个人

承担所有应补缴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的义务。

2009年12

月29日

无期限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00% 至 20.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49,346.7 至 59,216.04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9,346.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线上和线下业务稳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也科学地进行成本费用管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2,000 12,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76,000 72,000 0

合计 88,000 84,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8月20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巨潮资讯网：2018年8月20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

证券代码：002327� � �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2018-057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有关事项详细如

下：

一、股票限制性激励计划简述

1、2016年2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的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

2、2016年2月25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得到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在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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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6年3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

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2016年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公

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6年6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6年6月27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7,743,000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3%。本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340人。

6、2016年10月1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激励对象中江宏、肖亚军、易广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数量由19,743,000股调整为19,651,000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整为337人，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743,000股调整为17,651,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7、2017年2月1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激励对象中付磊、任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

由19,651,000股调整为19,045,000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7人调整为33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17,651,000股调整为17,045,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8、2017年6月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李其生、邹锐、倪学习、蔡涛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李其生169,000股、邹锐33,200股、倪学习80,

000股、蔡涛14,200股）合计296,4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5人调整为331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045,000股调整为16,748,6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9、2017年8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熊甜、何小仁、靳春桥、罗云云、汪海山、沈倩倩、魏

萍、关帅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熊甜持有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560股、何小仁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靳春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

000股、罗云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620股、汪海山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沈倩倩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160股、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72,140股、关帅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0,700

股）合计576,18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1人调整为323人，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748,600股调整至16,172,420股，预留部分2,000,000股保持不变。

10、2017年9月1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9月15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935,500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2227%。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26

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18,107,92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为32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172,42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

股。

11、2017年10月26日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徐峰、钟玉祥、肖晓云、黄玉香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

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45,000股，钟

玉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5,750股，肖晓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5,390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40,590股）合计116,73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8,107,920股，调整至17,991,19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23人，调整至319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172,420股，调整至16,055,690股，预留

部门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2、2017年11月17日公司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卢利、罗春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卢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9,000股，罗春兰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16,560股）合计25,56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91,190股，调整至17,965,63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9人，调整至317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55,690股，调整至16,030,130股，预留

部门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3、2017年12月7日公司第四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袁王汉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袁王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8,000股）合计18,000股进行回

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65,630股，调整至17,947,63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7人，调整至316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30,130股，调整至16,012,130股，预留

部门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4、2018年1月29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孙辉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孙辉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2,240股）合计12,240股进行回

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47,630股，调整至17,935,39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6人，调整至315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12,130股，调整至15,888,890股，预留

部门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5、2018年4月3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周长军、黄家保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周长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1,610股，黄家保持有

预留授予限制股票18,700股）合计30,31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16,690股，调整至17,886,38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5人，调整至314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999,890股，调整至15,988,280股，预留

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25人调整至24人，授予数量由1,916,800股，调整至1,898,100股。

16、2018年5月18日公司第四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王振武、何小波及岳红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

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振武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45,000股，何小波

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75,500股，岳红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8,000股）238,5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886,380股，调整至17,647,880股，其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4人，调整至311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988,280股，调整至15,749,780股，预留

部分24人，授予数量1,898,100股保持不变。

17、2018年7月10日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560股，李强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74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邱建标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10,000�股）合计72,3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

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43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数由17,647,880股，调整至17,575,580股，其中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人数由311人，调整至309人，首次授予数量由15,749,780股，调整至15,707,480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

人数由24人调整至22人，授予数量由1,898,100股，调整至1,868,100股。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徐万同、周志云、杜娟、孟苏焘、邵锋、许蝶龙、

李星星、李蔚、谢杰、王燕红、罗娟、张静楠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

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徐万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1,420股，周志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2,

600股，杜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000股，孟苏焘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1,000股，邵锋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13,300股，许蝶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36,500股，李星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500

股，李蔚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192,500股,谢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4,000股，王燕红持有首次限制性股

票21,000股，罗娟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1,140股，张静楠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8,630股）合计 569,590� 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数由17,575,580股，调整至17,005,990股，其中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人数由309人，调整至297人，首次授予数量由15,707,480股，调整至15,137,890股；预留部分22人，授

予数量1,868,100股保持不变。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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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

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我们同意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管理办法》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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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有关事项详细如

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2017

年1月20日召开了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2017年1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调整的议案》。

2、2017年3月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7年3月9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7,402,600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4%。本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267人。

3、2017年6月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王俊武、康月妨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

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俊武448,000股、康月妨30,000股）合计

478,000股进行回购。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67人调整为26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

402,600股调整为16,924,600股。

4、2017年8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罗云云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罗云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0,000股）合

计3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65人调整至26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16,924,600股调整为16,894,600股。

5、2017年10月2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常瑛、徐峰、郭立双、赖艾萍、黄玉

香、孙娟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常瑛持有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5,000股，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0,000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0,

000股，赖艾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7,800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5,700股，孙娟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35,000股）合计243,5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64人调

整至258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894,600股调整至16,651,100股。

6、2017年11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刘乃华、李英辉、高峰3位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乃华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50,000股， 李英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50,000股， 高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0,000

股）合计14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8人调整至255人，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651,100股调整至16,511,100股。

7、2017年12月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吴小倩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

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吴小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888,000

股）88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5人调整至254人，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16,511,100股调整至15,623,100股。

8、2018年1月2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1月26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4,280,000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4937%。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102

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19,903,10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为25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623,10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102人，授予数量为4,280,000

股。

9、2018年7月10日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黎峻江、刘津龙、丰晴、陈春辉、周邑、朱秀

英、邓睿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807,800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黎峻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28,600股，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

000股，丰晴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20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周邑持有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30,000股， 朱秀英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60,000股， 邓睿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30,000

股）。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9,903,100股，调整至19,095,

300股， 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4人调整到251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5,623,100股调整到

14,955,300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102人调整到98人，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由4,280,000股调整到4,

140,000股。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唐志林、周志云、孟苏

焘、李明、许蝶龙、涂丽平、李星星、张一博、许妙虹、潘虹、马庐山、王燕红、罗娟、张静楠、陈昌、叱干白娟16人

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574,500股进行回购注

销的处理（其中，唐志林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000股，周志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孟苏

焘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5,000股，李明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0,000股，许蝶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84,000股，涂丽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李星星持有首次授予14,000股，张一博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25,200股，许妙虹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潘虹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4,500

股，马庐山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000股，王燕红持有首次持有限制性股票21,000股，罗娟持有首次限

制性股票23,800股，张静楠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1,000股，陈昌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5,000股，叱干白娟

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45,000�股）。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

宜。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4.59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5.01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9,095,300股，调整至18,520,80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251人调整至238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955,300股调整至14,475,80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

数由98人调整到95人，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由4,140,000股调整到4,045,000股。

上述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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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

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原激励对象中唐志林、周志云、孟苏焘、李明、许蝶龙、涂丽平、李星星、张一博、许

妙虹、潘虹、马庐山、王燕红、罗娟、张静楠、陈昌、叱干白娟因个人原因离职已经不符合激励条件，失去本次

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程序合

法合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管理办法》和《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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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10月12日以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18年10月1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

公司二楼总裁办会议室，全部7名董事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林国芳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经关联董事何雪晴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徐万同、周志云、杜娟、孟苏

焘、邵锋、许蝶龙、李星星、李蔚、谢杰、王燕红、罗娟、张静楠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徐万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1,420股，周志云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12,600股， 杜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000股， 孟苏焘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1,000

股，邵锋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3,300股，许蝶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36,500股，李星星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10,500股，李蔚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192,500股,谢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4,000股，王燕红

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1,000股，罗娟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1,140股，张静楠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8,630股）合

计 569,59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

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

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4.7元/股。

七、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唐志林、周志云、孟苏焘、

李明、许蝶龙、涂丽平、李星星、张一博、许妙虹、潘虹、马庐山、王燕红、罗娟、张静楠、陈昌、叱干白娟16人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574,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其中，唐志林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000股，周志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孟苏焘

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5,000股，李明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0,000股，许蝶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84,000股，涂丽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李星星持有首次授予14,000股，张一博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25,200股，许妙虹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潘虹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4,500股，

马庐山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000股，王燕红持有首次持有限制性股票21,000股，罗娟持有首次限制性

股票23,800股，张静楠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1,000股，陈昌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5,000股，叱干白娟持有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45,000�股）。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4.59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5.01元/股。

上述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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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0月13日以电子邮件形

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0月18日在公司二楼总裁办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徐庆贤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

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徐万同、周志云、杜娟、孟苏

焘、邵锋、许蝶龙、李星星、李蔚、谢杰、王燕红、罗娟、张静楠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徐万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1,420股，周志云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12,600股， 杜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000股， 孟苏焘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1,000

股，邵锋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3,300股，许蝶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36,500股，李星星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10,500股，李蔚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192,500股,谢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4,000股，王燕红

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1,000股，罗娟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1,140股，张静楠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8,630股）合

计 569,59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

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

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4.7元/股。

五、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唐志林、周志云、孟苏焘、

李明、许蝶龙、涂丽平、李星星、张一博、许妙虹、潘虹、马庐山、王燕红、罗娟、张静楠、陈昌、叱干白娟16人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574,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其中，唐志林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000股，周志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孟苏焘

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5,000股，李明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0,000股，许蝶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84,000股，涂丽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李星星持有首次授予14,000股，张一博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25,200股，许妙虹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1,000股，潘虹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4,500股，

马庐山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000股，王燕红持有首次持有限制性股票21,000股，罗娟持有首次限制性

股票23,800股，张静楠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21,000股，陈昌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5,000股，叱干白娟持有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45,000�股）。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4.59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5.01元/股。

上述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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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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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第一大股东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源投资” ）的函告，宝源投资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办理了补充质

押手续和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情况

（一）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1、宝源投资因融资事项分别于 2017年 1月 9日、2017年 1月 10日、2017年 6月 2日、2018

年 2月 26日、2018年 4月 27日和2018年6月26日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流通股合计 11,300万股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详情请查阅公司 2017年

1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签订债券投资协议融资及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5）、2017年 6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部

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7）、2018年 2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0）、2018年 5月 3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20）和

2018年 6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8-034）。2018年 10月 19日，宝源投资依据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高淳支行签署的《质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年江苏直投（质押）字第001-6号），将其

所持有的公司流通股 1,000万股补充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 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补充质押登记手续。

2、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

数(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宝源投资 是 1,000 2018年10月18日

至申请

解除质

押之日

止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高淳支行

5.93%

融资之补充质

押

合计 - 1,000 - - - 5.93% -

（二）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7年10月20日，宝源投资在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详见公

司2017年10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第一大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7-052），2018年6月28日，宝源投资归还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金

并办理了股票解除质押登记手续，详见公司2018年 6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第

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34），近日，宝源投资归

还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200万元资金并办理了公司限售股100股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宝源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6,855.748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00%；

其中，已办理质押登记的股份为 15,399.99万股，占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1.36%，占公司总股本

的 25.58%。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质押合同》；

3、质押提前购回证明。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75� � � �证券简称：皖江物流 公告编号：2018-034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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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19日，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皖江物流” ）

接到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南矿业” ）的通知，根据安徽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徽省国资委” ）下发的《省国资委关于淮

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划转有关事项的批复》（皖国资产权函[2018]655号），安徽

省国资委同意将淮南矿业整体划转至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河能

源” ）。划转完成后，淮河能源持有淮南矿业100%股权。

按照2018年10月18日公告的增持计划实施前计算，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行为完成后，

淮河能源将持有淮南矿业100%股权， 通过淮南矿业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淮矿” ）合计持有皖江物流2,297,916,559股股份（其中，淮南矿业持有

皖江物流2,200,093,749股股份，占皖江物流总股本的56.61%；淮南矿业一致行动人上海淮矿

持有皖江物流97,822,810股股份，占皖江物流总股本的2.52%），占皖江物流总股本的59.13%。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安徽省国资委。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前，公司的控股结构如下：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后，公司的控股结构如下：

淮河能源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因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行为而引致的皖江物流收购

事项审核无异议并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后， 本次因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行为而引致的上市公司

收购事项才能完成。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情况，并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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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0日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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