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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议控股股东提议高送转预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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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案提议主要内容：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韵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韵升控股”）提议以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8股，同时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3元。 

 公司董事会关于预案提议事项的审议结果：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与会董事一致投票同意上述提议。 

 韵升控股在提议上述预案未来 6 个月内没有股份减持计划。 

 

公司于 2018年 1 月 1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董事会审议控股股东提议高送转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东提议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韵升控股以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同时向

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3元（以下简称“高送转预案”）。 

 

二、股东提议高送转的情况及理由 

（一）截至本次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韵升控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77,179,724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31.81%，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018 年 1 月 12 日下午股票交易收市后，韵升控股以书面函件方式向公司董



事会提出以上对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  

（二）韵升控股向公司董事会提议高送转预案，主要基于如下几点理由： 

1、鉴于公司近年经营业绩稳步增长，为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增强股票流动性，

并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韵升控股提议以现金分红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以维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满足投资者相关合

理诉求，更好的回报公司全体股东。 

2、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 1995年以来专业从事稀土永磁材料的研发、

制造和销售。公司在宁波、包头、北京及青岛拥有四个生产基地，坯料生产、机

械加工及表面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具有年产坯料 8000吨的生产能力，是中国主

要的稀土永磁材料制造商之一。近年来，伴随着稀土永磁材料广泛应用于智能制

造、工业自动化、新能源汽车、伺服电机等领域，公司钕铁硼磁性材料、伺服电

机等制造业的销售量及实现的净利润均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因此，基于对公司

未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充满信心，公司控股股东特提出以上高送转预案的建议。  

 

表1：近3年来公司净资产规模、收入、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与股利分配情况  

 

单位：万元  

  2017年 1-9月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467,627.10 452,278.27  356,956.74  309,172.44  

营业收入   135,249.36  156,026.35  143,558.87  143,53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9,906.75   79,972.13   34,062.06   19,80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263.22 35,432.86 26,982.23 12,032.78 

当年度分配的现金股利    11,122.24    10,289.96     7,717.47  

现金股利占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比例 
  13.91% 30.21% 38.97% 

3、根据公司披露的2017年3季度数据显示，目前公司资本公积累计余额为

66,975.99万元，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较为充足，公司资本公积累计余额足以实施上

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提议的要求。 

表2：提议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后的模拟变化 



假设，以本次控股股东提议时的股本、资本公积为基础（未经审计），实施

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8股前后，所有者权益各项目的变化情况：  

 

 
实施转增前 实施转增后（模拟） 

总股本 55,707.19 万股 100,272.95 万股 

资本公积累计余额 66,975.99 万元 22,410.23 万元 

 

公司于2000年10月30日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从上市至今，仅2001

年、2002年和2006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分别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5股、每10股转增5股，每10股转增3股。从2006年到2016年这10年间均未实施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具有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及更好回报股东的实际需求。 

根据上述高送转预案的提议，模拟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到100,272.95

万股，公司股本流动性将得到提升。 

4、公司所在稀土永磁材料行业近年来增长较为稳定，同行业的主要上市公司

也大多通过送红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扩大资本规模，从而对行业的整体

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表3：公司和同行业上市公司近5年来高送转情况 

上市公司 近5年高送转方案 最新股本规模 

中科三环

（000970）  

2012年度实施每10股转增5股送5

股派2元(含税) 

106,520万股 

正海磁材

（300224）  

2016年度实施每10股转增5股 

2014年度实施每10股转9.05407

股派1.35811元(含税) 

83,511.64万股 

本公司  -  55,707.19万股 

从上表可见，若本次公司实施转增股本方案后，股本规模将处于行业的合理

水平。  

综上所述，控股股东所提议的高送转预案，符合公司当期实际经营业绩情况、

满足公司当前经营活动需要、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 

（三）公司控股股东韵升控股承诺，将在未来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17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  

 

三、董事会审议高送转预案的情况 



（一）基于以上情况，经过审慎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目前业绩稳定，盈

利状况良好，资本公积金充足，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本次

高送转预案具备合理性、可行性。  

董事会认为上述高送转预案的实施将有助于保持公司股本合理扩张，适度增

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性，从而维护公司良好的市场形象，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董事竺晓东先生、傅健杰先生和徐文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在董

事会表决通过该议案时投赞成票，承诺将在未来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17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时投票同意该项议案。 

 

四、公司董事及提议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一）此次高送转预案由公司控股股东韵升控股提出。韵升控股在董事会审

议高送转事项之前 6 个月内不存在协议买卖公司股份、认购公司定向增发股份及

参与公司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控股股东在 2017 年 12 月 29 日-2018

年 1月 4日期间，累计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为 2,284,0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  

韵升控股拟自2017年12月29日起12个月内，以自身名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或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份，该增持计划拟增持股份累计增持金额至

少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具体详见公司于上交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披露的

2018-001和2018-003公告） 

韵升控股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公司董事会向公司董事在董事会审议高送转事项之前 6 个月内的持股

变动情况进行询证，回复情况如下： 

公司董事在董事会审议高送转事项之前6个月内均不存在协议买卖公司股份、

二级市场增减持公司股份、认购公司定向增发股份及参与公司员工持股或股权激

励计划等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傅健杰先生和徐文正先生于2017年10月25日在上交所网站和上海证

券报披露了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具体详见公司2017-024公告）。为了偿还



购买股权的借款及缴纳股权激励的个人所得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在二

级市场减持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具体数量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总数  2017年12月

31日前拟减

持股份  

2018年5月14

日前拟减持

股份  

合计拟减持

股份总数  

拟减持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傅健杰  835,000  208,000  156,000  364,000  0.07%  

徐文正  450,000  112,000  84,000  196,000  0.04%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二位董事均未减持公司股份。 

除上述二位董事之外的其他董事，均不存在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五、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高送转预案在提交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仍可能存在被否决

的风险； 

（二）在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前的 6 个月内，存在限售股解禁的情况。公

司于 2015年 12月 28 日完成向汇源（香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登记

手续，该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第二次解锁的限售股，于 2017年 12月 2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具体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1 汇源（香港）有限公司 10,571,459 1.90% 4,530,625 

2 刘晓辉 1,407,146 0.25% 603,062 

3 杨金锡 1,027,343 0.18% 440,290 

合计 13,005,948 2.33% 5,573,977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未来 6 个月内，存在限售股即将届满情况。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将于 2018

年 4月 20日流通上市，具体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上市流通数

量 

上市流通数

量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上市流通日期 

被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人员 7,832,000 
1.41% 

2018 年 4 月 20

日 

被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人员 403,500 
0.07% 

2018 年 4 月 20

日 

合计 8,235,500 1.48%  

 

（三）高送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本次高送转议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以及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

标将相应摊薄，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四）公司生产经营成果和股票价格受政策性风险、经营性风险、内部控制

和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17 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议高送转的书面文件 

（二）股东关于承诺事项、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的书面文件 

（三）关于控股股东表决意向的书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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