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B106版）

S.F.�Express�Co.,�

Ltd.（顺丰日本）

34,277.84 48,414.77 141.24%

151,

044.58

-12,

757.35

54,002.17 61,314.23 113.54%

139,

750.26

6,046.88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JPY�列

示

SF�Express�Ltd. - - - - - - - - - -

未发生

业务

SF�Global�Express�

(M)�Sdn.Bhd（顺丰

马来西亚）

2,487.25 1,337.96 53.79% 6,740.26 763.09 2,662.33 999.76 37.55% 5,064.40 447.80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MYR列

示

S.F.�Express

(Europe)�Co.,�Ltd.

（顺丰英国）

42.21 3.43 8.13% 51.02 37.43 163.42 40.40 24.72% 143.41 84.46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GBP�列

示

S.F.�Express�(Hong�

Kong)�Limited（顺

丰香港）

126,346.58 55,949.00 44.28%

207,

191.59

14,296.31

128,

468.91

48,609.91 37.84%

162,

187.71

9,304.15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S.F.�

INTERNA-

TIONAL�PTE.

LTD

- - - 161.82 182.88 44.85 0.14 0.32% 162.02 162.02

2017�年

7�月成

立

顺丰速运(海外)有

限公司（S.F.

EXPRESS�

(OVERSEAS)�

LIMITED）

19,280.52 18,234.08 94.57% - 3,178.05 18,327.46 17,315.53 94.48% - -61.92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S.F.�EXPRESS�

INTERNA-

TIONAL�

(SINGAPORE)�

PTE.LTD.

9,990.44 9,519.54 95.29% 2,582.03 2,804.00 6,022.68 7,308.95 121.36% 35,316.24 -848.37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SGD�列

示

FS�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丰修科

技）

1,338.76 1,775.06 132.59% 112.64 109.12 1,209.91 2,057.45 170.05% 992.16 -411.24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CELESTIAL�

OCEAN�

INVESTMENTS�

LIMITED（天海投

资）

63,149.73 45,218.05 71.60% - 1,956.99 82,819.81 64,913.92 78.38% - 4,088.81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SF�Car(Hong�

Kong)Limited（顺

丰车香港）

2,105.84 4,079.05 193.70% 8,773.77 -979.87 3,437.44 6,651.12 193.49% 12,144.69 -1,240.47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ECOMMERCE�

FULFILLMENT�

COMPANY�

LIMITED（顺便智

能柜）

2,352.08 6,469.33 275.05% 1,073.58

-2,

360.51

4,317.46 10,747.44 248.93% 2,086.25 -2,312.74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S.F.�Express�(US)�

Corporation

230.99 0.03 0.01% - - 230.99 0.03 0.01% - -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USD�列

示

S.F.�Logistics�

Limited(jurisdiction�

in�CA)

0.12 - 0.00% - -0.04 - 240.15 - - -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USD列

示

蒙古顺丰物流有

限公司(SFMLLLC)

67,332.39 229,560.71 340.94%

42,

684.65

-44,

025.83

60,290.91

231,

405.88

383.82% 48,475.70

-17,

962.59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MNT列

示

S.F.�Express�

(Macau)�Limited

（顺丰澳门）

2,461.79 2,075.42 84.31% 5,351.53 599.65 2,379.38 1,260.89 52.99% 3,911.20 694.67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MOP�列

示

S.F.�Finance�(Hong�

Kong)�Limited（顺

银香港）

15,547.46 15,379.81 98.92% 1,491.47 653.66 14,270.83 13,631.55 95.52% 931.08 528.14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SF�DADANGJIA�

TECHNOLOGY

(HONG�KONG)

CO.,LIMITED

順豐大當家科技

（香港）有限公司

- - - - - - - - - -

未发生

业务

固特发展有限公

司(GOODEAR�

DEVELOPMENT�

LIMITED)

315,768.40 325,264.02 103.01%

24,

235.81

3,066.61

293,

575.78

301,

960.56

102.86% 19,712.24 2,292.50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EQUAL�WIND�

LIMITED衡風有

限公司

- - - - - - - - - -

未发生

业务

Amazilia�Aerospace�

GmbH

- - - - - - - - - -

未发生

业务

SF�Holding�

Investment�Limited

- - - - - 50,033.00 50,033.00 100.00% - -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顺丰进出口有限

公司(S.F.IMPORT�

AND�EXPORT�

COMPANY�

LIMITED)

128.07 766.42 598.46% - 7.35 117.26 766.34 653.54% - -14.44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顺丰电商控股有

限公司(S.F.

E-COMMERCE�

HOLDING�

LIMITED)

248.09 461.84 186.16% - -1.43 247.34 462.77 187.10% - -1.68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顺丰物流（海外）

有限公司(S.F.

LOGISTICS�

(OVERSEAS)�

LIMITED)

- - - - - 246.95 454.13 183.90% - -0.78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順豐國際服務有

限公司（S.F.

GLOBAL�

SOURCING�

COMPANY�

LIMITED）

- - - - - 1,163.76 1,166.59 100.24% - 2.60

SF\HAVI�China�

Logistics

- - - - - - - - - -

2018年7

月成立

POST11Oü（爱

沙尼亚）

- - - - - - - - - -

未发生

业务

HARVEST�

BLOOM�

INVESTMENT�

LIMITED

- - - - - - - - - -

未发生

业务

O2O�Ecommerce�

Limited（丰生活)

47.08 2,130.92

4,

526.17%

6.07 - 86.03 2,168.23

2,

520.32%

- -10.57

境外公

司，财务

数据以

HKD�列

示

四、年度预计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上述被担保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以实际签署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同时，公司可通过子公司作为具体担保合同的担保主体，每笔担保金额

及期限根据具体合同另行约定。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文件的有关规定审批对外担保事项，控制公司财务风险。

五、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及长远业务发展。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

良好的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在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

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250亿元人民币。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伍玮婷女

士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转授权文件，并授权伍玮婷女士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总对外担保额

度范围内适度调整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间的担保额度。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19年度预计发生对外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下属公司，公司为该等下属

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各下属公司向银行及金融机构申请银行授信以及开展业务活动等事项需要，属于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

项。

八、 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对外担保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实际发生金额)为65亿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18%；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度注为430亿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118%，其中，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注为429亿元，占公司2018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注：对外担保总额度，包括本次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金额250亿，本次对外担保尚需提交至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不包括有效期即将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到期的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200亿。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52� � �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9-043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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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374.1407万股。

2、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合计为97,569,505.14元，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3、因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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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对703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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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71万股进行回购注

销，回购价格为29.613元/股。

4、因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公司拟对1105名激励

对象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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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314万股进行回购注

销；除未满足上述公司业绩要求外，因37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对其所持有的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内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5822万股一并进行回购注销。综上，公司拟对2018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262.8136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4.581元/股。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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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7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29.613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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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7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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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议案》。

2、2017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以及《关于核实〈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7年11月14日，公司公告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17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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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的议案》。2017年12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7年12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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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本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18年1月11日。

7、2018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因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焦满意等9名原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3.6909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9.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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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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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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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30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

价格为29.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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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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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并根据2017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办理703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111.3173万股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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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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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7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29.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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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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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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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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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回购注销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及定价依据

1、回购注销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根据经会计师审计年度报告显示，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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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3,589,642.99元，未能达到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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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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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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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公司将按照《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对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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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7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9.613元/股。

（二）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根据经会计师审计年度报告显示，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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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3,589,64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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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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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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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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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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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31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除未满足上述公司业绩要求外，3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需一并回购注销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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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22万

股。综上，董事会同意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262.8136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为24.581元/股。

2、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需对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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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7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于2018年1月9日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2018年1月11日上市后，于2018年4月10日公告了2017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公司以总股本4,413,57.218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200000元，并于2018

年4月16日实施完毕，因此P1＝P0-V=29.32-0.22=29.10元/股。

根据《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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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71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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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P1×（1+1.50%×D÷365）=29.10×（1+1.50%×429÷365）=29.613元/股。

其中：P2为回购价格，P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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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再

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9.613元/股。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32,967,294.12元，回购资

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需对1105名因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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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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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31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除未满足上述公司业绩要求外，3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公司拟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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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22万股一并进行回购注销。综上，公司拟对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262.8136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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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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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8136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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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P1×（1+1.50%×D÷365）=24.33×（1+1.50%×251÷365）=24.581元/股。

其中：P2为回购价格，P1为授予价格，D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距离限制性股票登记的天

数。

根据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再

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4.581元/股。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64,602,211.02元，回购资

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回购价格的调整程序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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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在实施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前，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根据《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合称“草案” ）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一致同意授权

公司管理层根据草案规定的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相应调整回购价格，并及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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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上述股票的拟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374.1407万股， 公司将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完

成后，及时披露公司股份总数和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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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

能达标， 公司拟对703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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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7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9.613元/股。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

标，公司拟对1105名激励对象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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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31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除未满足上述公司业绩要求外，3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

拟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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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22万股一并进行回

购注销。综上，公司拟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262.8136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为24.581元/股。

我们认为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公司本次回

购注销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所述，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七、监事会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核查后认为：

1、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

标， 公司拟对703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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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27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9.613元/股。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

标，公司拟对1105名激励对象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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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31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除未满足上述公司业绩要求外，3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

拟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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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22万股一并进行回

购注销。综上，公司拟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262.8136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为24.581元/股。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八、律师法律意见书

1、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发

表如下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已取得现阶段的批准

和授权，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尚需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股份公告手续、减资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注销的相关手续。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发

表如下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回购注销原因、回购数量及价格符合《管理办法》、《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4�号》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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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

手续。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4、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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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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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注销股票增值权数量合计：10.7325万份。

2、因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公司拟对17名激励对象第

二个行权期内所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2.65万份进行注销。

4、因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公司拟对29名激励对象第

一个行权期内所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6.9325万份进行注销； 除未满足上述

公司业绩要求外，因5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对其所持有的第二个行权期内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1.15万份一并进行注销。综上，公司拟对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合计8.0825万

份股票增值权进行注销。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17名因第二个

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而不具备行权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二个行权期内全部已获授但

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2.65万份进行注销； 同意对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29名因第

一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及5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8.0825万

份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进行注销。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7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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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议案》。

2、2017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以及《关于核实〈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7年11月14日，公司公告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17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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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的议案》。2017年12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7年12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增值权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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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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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的议案》。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董事会同意注销作废其所

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增值权0.64万份。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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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

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将根据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为17

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2.65万份股票增值权行权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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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的议案》。董事会对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17名因第二个行权

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而不具备行权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二个行权期内全部已获授但尚未

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2.65万份进行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18年股票增值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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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票增值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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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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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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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票增值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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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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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增值权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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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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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29名因第一个

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及5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8.0825万份已

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进行注销。

三、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的原因、数量

1、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根据经会计师审计年度报告显示，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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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3,589,642.99元，未能达到公司《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

计划（草案）》规定的授予股票增值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即以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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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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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公司将按照《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对17名不具备行权资格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2.65万份进行注

销。

2、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根据经会计师审计年度报告显示，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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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3,589,642.99元，未能达到公司《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

计划（草案）》规定的授予股票增值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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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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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司将按照《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对29名不具备行权资格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6.9325万份进行注

销。除未满足上述公司业绩要求外，因5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对其所持有的第二个行

权期内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1.15万份一并进行注销。综上，公司拟对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

计划合计8.0825万份股票增值权进行注销。

四、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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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第二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

标， 公司拟对17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内所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2.65万

份进行注销。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第一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公

司拟对29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内所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6.9325万份进

行注销。除未满足上述公司业绩要求外，因5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对其所持有的第二

个行权期内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1.15万份一并进行注销。综上，公司拟对2018年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合计8.0825万份股票增值权进行注销。

我们认为上述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公司本次注销不

影响公司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所述，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事项。

六、监事会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核查后认为：

1、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第二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公

司拟对17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内所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2.65万份进行

注销。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第一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公

司拟对29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内所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6.9325万份进

行注销。除未满足上述公司业绩要求外，因5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对其所持有的第二

个行权期内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1.15万份一并进行注销。综上，公司拟对2018年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合计8.0825万份股票增值权进行注销。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

1、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事项发表如

下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相关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事项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尚待由公司统一办理股票增

值权注销手续。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注销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增值权相关事项发表如

下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的程序、 注销原因、 数量符合《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4� 号》和

《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就本次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应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4、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

增值权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注销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增值

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52� � �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9-046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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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高级管理人员罗世礼先生、梁翔先生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罗世礼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罗世礼先生辞职后仍担任本公司董事职务及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同时，公司将聘请罗世礼先生为首席顾问，在公司科技战略发展规划等重大

决策方面为公司提供建设性意见和专业建议。

梁翔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梁翔先生辞职后，公司将聘请梁翔先生为特别顾问，

在公司资本运作、市值管理等重大决策方面为公司提供建设性意见和专业建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世礼先生、梁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

辞职函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及董事会对罗世礼先生、梁翔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52� � �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9-047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18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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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9年3月27日（星期三）16：00一18：00在全景网举办

2018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卫先生，董事、财务负责人兼副总经理伍玮

婷女士，首席战略官陈飞先生，独立董事金李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甘玲女士，投资者关系总监陈希

文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52� � �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9-034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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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9年3月6日通过电子邮

件发出会议通知，2019年3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董事11

名，实际参与董事11名，其中董事张懿宸、周忠惠、叶迪奇、金李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会议由董事长王卫先

生主持，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充分讨论和审议，会议

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公告，《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9-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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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披露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8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项

决议，认真履行职责，不断规范公司治理。全体董事认真负责、勤勉尽职，为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和规范运

作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周忠惠、周永健、金李、叶迪奇，向董事会提交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

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四、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12月31日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

试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

《公司2018年12月31日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六、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实际净

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七、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46,313,629.12元，按

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4,631,362.91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217,052,

890.78元，扣除2018年度内实际派发的现金股利970,668,313.34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止，母公司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2,378,066,843.65元。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回

购专户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1元（含税）。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权利。

公司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2016一

201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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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九、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证券投资情况专项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18年度证券投资

情况专项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十、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十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十二、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公告。

十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计划的议案》

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王卫、林哲莹、杜浩洋、伍玮婷回避表决本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十四、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

进行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报告审计，聘期一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其签署相关协议并根据

行业标准和公司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其报酬。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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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十六、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成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并修改〈公司章

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董事会建设，加强对公司风险管理工作的领导，健全公司风险管理体系，推动全面风险管理

方案有效落地，董事会拟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审议年度风险管理报告等事项，指导、协调公司风险管

理工作。同时，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含《公司章程》附件）相应条款进行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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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及附件全文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名邓伟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邓伟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本次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当选

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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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

保金额上限为人民币250亿元。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伍玮婷女士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

相关合同及转授权文件，并授权伍玮婷女士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总对外担保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各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间的担保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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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的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在此额度

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伍玮婷女士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及转授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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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19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2）。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

及的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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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7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29.613元/股。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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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公司在实施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前， 实施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合称“草案” ）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一致同意授权

公司管理层根据草案规定的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相应调整回购价格，并及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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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的议案》

1、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对2017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所涉

及的17名因第二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而不具备行权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二个行权

期内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共计2.65万份进行注销。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对2018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所涉

及的29名因第一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达标及5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共计8.0825万份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增值权进行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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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部分股票增值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二十二、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9年4月9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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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45）。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52� � �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9-045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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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于2019年4月9日（星期二）

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9日（周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9日（周二）上午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8日（周一）下午15:00至2019年

4月9日（周二）下午15:00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届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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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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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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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1）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4月2日（周二），截至2019年4月2日（周二）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

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深圳软件产业基地5栋B座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 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审议《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审议《关于成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8、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9、 审议《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2019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上述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上述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单独计票结果。

上述议案已于2019年3月14日分别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内容详见2019年3月1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议案7、议案9、议案11为特别决议提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周忠惠、周永健、金李、叶迪奇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00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00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成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

案》

√

8.00 《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9.00 《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10.00 《关于2019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11.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出席人员应携带上述文件

参加股东大会。

（2）法人股东应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股东

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出

席人员应携带上述文件参加股东大会。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材料与现场登记一致，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4月3日9:00一17: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十一街万基商务大厦证券事务部

4、联系方式

联系人：欧景芬

联系电话：0755-36395338

传真号码：0755-36646400

电子邮箱：sfir@sf-express.com

5、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与会股东、股东代表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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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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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代码：362352。

2、投票简称：“顺丰投票” 。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4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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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19年4月8日15:00时，结束时间为2019年4月9日15:0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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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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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先生/女士（证件号码：_________� � � � _________，以下简称“受托人” ）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

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下转B108版）

2019年 3 月 16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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