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9-049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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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499,303,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300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3月25日。

一、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丰控股”，前身为马鞍山
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鼎泰新材”）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深圳明德控
股 发 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 可
[2016]3016 号）核准，向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招广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
古玉秋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顺信丰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950,185,873 股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233,492,340 股。2017 年 1 月 23 日，公司完
成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 3,950,185,873 股后，公司总股
本变为 4,183,678,213 股。
2017 年 8 月 23 日，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发行，发行股份
227,337,311 股，公司总股本由 4,183,678,213 股变为 4,411,015,524 股。

2018 年 1 月 11 日，公司完成 2017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向 777 名激励对象发行限制性股票 2,556,661 股，公司总股本由
4,411,015,524 股变为 4,413,572,185 股。
2018 年 7 月 9 日，公司完成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向 1139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5,231,982 股，公司总股
本由 4,413,572,185 股变为 4,418,804,167 股。
2018 年 8 月 16 日，公司完成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 36,909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4,418,804,167 股变为
4,418,767,258 股。
2019 年 3 月 11 日，公司完成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 440,586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4,418,767,258 股变为
4,418,326,672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4,418,326,672 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
的股份数量为 3,286,678,079 股，占公司总股本 74.3874%。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对方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公
司、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古玉秋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顺信丰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其
通过非公开发行获得的鼎泰新材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如下：
（1）在本次重组中所认购的鼎泰新材股票，自相关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前述期限届满后，所持鼎泰新材股份按如下比例分期解锁：
①第一期：自该等鼎泰新材股票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之日且对
业绩承诺第一年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
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
（以较晚者为准），其本次取得的增发股份总
数的 30%（扣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

②第二期：对业绩承诺第二年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
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较晚者为准），
其本次取得的增发股份总数的 30%（扣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
③第三期，对业绩承诺第三年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
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其本次取得的增发
股份总数的 40%（扣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
（3）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鼎泰新材的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
价的，则其持有的该等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上述期间鼎泰
新材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
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4）本次交易完成后，其在本次重组中所认购的鼎泰新材股票因鼎泰新材
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
售安排。
2、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对手方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
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古玉秋创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顺信丰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盈利预测补偿承诺如下：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即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以下简称
“泰森控股”）2016 年度、2017 年和 2018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218,500 万元、281,500
万元和 348,800 万元。前述净利润是指泰森控股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考虑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会对标
的公司净利润水平产生影响，鉴于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并不直接产生收益，公
司与泰森控股全体股东对于泰森控股业绩承诺约定如下：
（1）本次募集资金自募投项目实际投入运营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
准利率及募投项目实际运营天数（按照募投项目实际投入运营之日起计算）计算
资金使用费，泰森控股全体股东对于泰森控股承诺净利润以扣除上述资金使用费

后的净利润为准，资金使用费计算公式如下：资金使用费＝实际投入的募集资金
金额×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募投项目实际运营天数／360；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或现金管理所产生的利息等收益，不计入
交易对手方对于标的资产的承诺净利润范围内。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未
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交易对手方应首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鼎泰新材股份进行补
偿，当股份补偿的总数达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总数的 90%后，以
现金进行补偿。
3、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鼎泰新材的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
本次发行价，且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高于本次发行价，故上述股东
持有的股票的锁定期限无需延长 6 个月。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9)第 0434 号《2018 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
利润差异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泰森控股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
度实际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净利润
注
（累计数） 1

实际净利润
注
（累计数） 2

差异数（实际净利
润-承诺净利润）
（累计数）

实际净利润与承诺
净利润相比实现率
（累计数）

2016 年

218,500.00

264,320.94

45,820.94

120.97%

2016 年-2017 年

500,000.00

629,358.45

129,358.45

125.87%

2016 年-2018 年

848,800.00

963,698.49

114,898.49

113.54%

利润补偿
期间

注 1：上述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承诺的各年度净
利润计算的截至该年度止的累计承诺净利润。
注 2：上述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为根据泰森控股各年的实际净利润计算的截至该年度止的
累计实际净利润。实际净利润是指泰森控股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并且不包括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等收益以及募投项目实际投入
运营后发生的资金使用费。

泰森控股 2018 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为 334,617.42 万元，当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率为 95.93%。泰森控股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为 848,800.00
万元，累计实现实际净利润为 963,698.49 万元，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13.54%，

鉴于泰森控股 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已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根
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交易对方无需向上市公司实施利润补偿。
根据上述股东承诺，其通过非公开发行获得的股份的第三期解锁条件已经满
足。
4、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
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3月25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99,303,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300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6 名。
4、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有人

所持有限售股份数

名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序号

备注
份数量（股）
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宁波顺达丰润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6,901,383

2

苏州工业园区元
禾顺风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106,655,020

106,655,020

3

嘉强顺风（深圳）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6,655,020

106,655,020

4

深圳市招广投资
有限公司

106,655,020

106,655,020

5

苏州古玉秋创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331,005

21,331,005

6

宁波顺信丰合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

156,901,383 本次解除限售不影响
股份质押状态

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1,106,052

1,106,052 本次解除限售不影响
股份质押状态

合计

499,303,500

499,303,500

注：根据上述股东承诺，其通过非公开发行获得股份的第三期解锁条件已经
满足。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上述股东本次可申请解除限售
股份的数量为其通过非公开发行获得股份总数 1,248,258,734 股的 40%。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
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
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顺丰控股此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股份冻结数据表；
5、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重大资产重
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6、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重大资产重组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7、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重大资产重组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