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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股票购买计划 (ESPP)
常见问题
国际参加者1

问：哪家公司是员工股票购买计划（以下简称 
“ESPP” 或“计划”）的服务提供商？ 

答：Fidelity Investment Services（以下简称 “Fidelity”）
担任 ESPP 的管理服务提供商。在登记过程中，您将建立一个 
Fidelity 帐户。Fidelity 会持续与您沟通帐户中的股份信息。    

问：我什么时候有资格参加该计划？ 

答：如果您有至少 60 天的连续服务时间和每周至少 20 小时
或从发布期开始起每个日历年至少 5 个月，您就有资格参与。 
拥有 Americold 已发行普通股（包括期权）5% 以上的员工没
有资格参与 ESPP。

问：计划中有多少个发售期？ 

答：从 2021 年开始，我们的 ESPP 每年将有两个连续 6 个月
的发售期。发售期是让参加者累积工资供款的时间段。发售一
期从 1 月 1 日开始，到购买日 6 月 30 日结束。二期从 7 月 1 
日开始，到购买日 12 月 31 日结束。 

问：何时可以登记加入该计划？ 

答：若要参加 ESPP，您必须在每年 2 次的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 12 月 1 日 — 12 月 15 日（对应从 1 月 1 日开始的发售期）
；以及 

 - 6 月 1 日 — 6 月 15 日（对应从 7 月 1 日开始的发售期）。

问：我需要在每个发售期之前均进行登记吗？

答：我们的计划提供了自动流转功能。这意味着，在登记参
加 ESPP 之后，除非决定更改供款金额，否则将继续以所选的
供款百分比登记参加将来的发售期。您需要在下一发售期的登
记期间进行该变更。  

问：何时开始扣除我的工资？？

答：我们将从发售期启动之日后的第一笔工资单中开始扣除
相应的工资。 

问：哪些是符合条件的薪酬？？

答：符合条件的薪酬包括您的规定工时工资、基本工资、加
班工资、带薪休假工资 (PTO)、假期工资、病假工资、休假工
资、陪审员义务工资、葬假工资或军人工资。    

问：我可以供款多少金额？

答：您可供款最低 1%、最高 10% 的薪酬（税后），但须遵守
下文进一步规定的某些其他限制。供款金额必须为整数（例如 
3%，而不能是 3.5%）。

问：供款金额是否有限制？

答：是。每个年度的 ESPP 购买上限为价值 25,000 美元的股
份。市场价值将在发售期启动的第一天确定，且此价值不会打 
15% 的折扣。这意味着，在发售期结束时可以购买的股份数
量上限为 25,000 美元除以发售期第一天 Americold 股票的公
允市场价值，再减去在同一日历年内前一发售期购买的任何股
份。超出 25,000 美元的供款将以工资形式退还给您。除非您选
择停止向 ESPP 供款，否则我们将在下一个日历年开始时再次
扣除相应的工资。

问：可以购买的股份数量是否有限制？

答：是。在每个发售期内，您只能购买有限数量的股份。在
任何发售期间，所有参加者均不得购买超过 2400 股份。。

本常见问题文件中提及的所有日期均基于美国东部时间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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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除了工资扣除之外，我是否可以用现金方
式向 ESPP 供款？ 

答：不。您只能通过扣除税后工资的方式进行供款。 

问：发售期开始后，我是否可以更改供款比例
或停止供款？

答：是，您可以在发售期开始后更改供款比例或停止供款，
但是要遵循以下条件：： 

 - 在发售期间不得增加供款百分比
 - 可以在发售期间减少供款金额 1 次。如果选择更改供款百分
比，则必须在购买日期前至少 15 天进行此类更改。例如，
如果购买日期为 6 月 30 日，则必须在 6 月 15 日之前进行此
更改。

 - 您可以随时进入 Fidelity 帐户并将供款比例更改为 0%，即可
停止向 ESPP 供款。如果选择停止捐款，则必须在购买日期
前至少 15 天停止。例如，如果购买日期为 6 月 30 日，则必
须在 6 月 15 日之前进行此更改。当前发售期内已从工资中
扣除的供款将用于在购买日购买股份，但在此发售期内将不
能进一步供款。

 - 如果您在发售期内停止供款，则需要在之后的登记期间重新
登记才能参加该计划。  

问：我是否可以随时退出 ESPP 计划？

答：是。您可以通知 Fidelity 并完成退出选择流程，即可退出 
ESPP 计划。退出该计划之后，您帐户中累积的所有供款将按
流程尽快退还给您，并且您将无法在该发售期内进一步供款。
如果选择退出，则必须在购买日期前至少 15 天退出。例如，
如果购买日期为 6 月 30 日，则必须在 6 月 15 日之前进行此更
改。退出此计划后，如果您选择再次参加，则需要在登记期间
重新登记

问：如果决定现在不参加，我还会有机会吗？ 

答：是。如果决定目前不登记参加 ESPP，您可以在以后的任
一登记期间登记。例如，如果您选择不在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的登记期间登记，则下一次登记机会将是 6 月 1 日至 15 日
的登记期间。

问：如何确定股票购买价格？

答：通过 ESPP 购买的 Americold 股票价格是比发售期首个
交易日或发售期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公平市场价值 (FMV) 低 15%
，以较低者为准。例如：

问：购买日如何处理供款？

答：在购买日，我们会按照当天的汇率将您的供款转换为美
元。一旦转换为美元，我们就会使用这些供款以折扣率购买最
大数量的整数股份。    

问：购买股份时需要缴税吗？

答：有可能要缴税，因为各国的税法有所不同。您应该向税
务或财务顾问咨询是否需要缴税。

问：购买整数股份后，剩余的供款会如何处理？

答：您帐户中不足以购买整数 Americold 普通股的剩余供款
都将在下一个发售期中用来购买股份。

问：我如何知道已购买多少股份以及何时这些
股份将转入我的帐户？  

答：将股份存入您的 Fidelity 帐户后，您就能够看到具体的股
份数量。股份通常会在购买日期后约 2-3 周存入您的帐户。

问：我的供款在等待购买股份期间会有利息收
益吗？

答：没有，您的供款不会产生利息。

FMV 40 美元FMV：35 美元

-15% 折扣
您的购买价：$29.75 

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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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出售股份之前是否会有持有期？

答：是。自购买日起，您必须持有股份 6 个月，然后才能
将其出售。您可以在持有期之后的任何时间出售股份，前提
是您并未掌握重大的非公开信息，并且遵守 Americold 的《
内幕交易政策》所规定的任何内部交易管制/预先审批限制。
请参阅 Americold 的《内幕交易政策》，具体网址为 www.
americold.com/associates-resources。在出售股份期间，
您可能要支付一定的税款。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出售自发售日
起持有时间不足 2 年的股份可能会产生高额的税款。

问：我可以转移 Fidelity 账户中的股份吗？

答：自购买日起，通过 ESPP 购买的股份必须在您的 Fidelity 
帐户中保留 18 个月。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出售这些股份，而仅意
味着您将通过 Fidelity 进行交易。18 个月之后，您可以将股份
转移到自己的经纪帐户中，或仍然将其保留在 Fidelity 帐户中。

问：如果我离开公司或与公司终止合约，我的
供款会如何？  

答：如果离开公司或与公司终止合约，您将停止参加 
ESPP，并且您的供款将按流程尽快退还给您。请参阅 www.
americold.com/associates-resources 中的《员工股票购买
计划》文档，了解有关死亡、残疾和退休的其他详细信息。

您 Fidelity 帐户中的剩余金额将按照在购买日使用的汇率转换
回本地货币，并在按流程尽快退还给您。

问：我如何出售股份？

答：在 6 个月的持有期之后，您可以通过 Fidelity 帐户出售股
份。如果您从购买日期起 18 个月后将股份从 Fidelity 帐户中转
出，则将通过自己的经纪帐户开始出售这些股份。

问：出售股份时会如何征税？

答：购买股份和/或出售股份时，您可能需要缴纳税款。您应
该向税务或财务顾问咨询是否需要缴税

本文档总结了有关此计划的重点事项；但是，它并非计划摘要，也不提供投资或税务建议。如需此计划的更完整信息，您应该阅读计划
文档和招股章程，同时咨询您的税务或财务顾问。如果此信息或任何口头陈述与计划文档之间存在差异，则以计划文档为准。参加该
计划与在公司就职并无直接关联。投资证券存在风险。投资股票则可能损失金钱。股票的过往投资表现并不能保证或预测未来投资表
现。Americold 保留随时修改或终止本计划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