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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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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6月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会议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第二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独立董事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的

相关意见）；

鉴于第二期股权激励第三个行权期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26日，本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原激励对象夏满芽、余小平、傅生彬和曾敏已授

予但到期未行权的140,900份股票期权。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

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公司已经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9,467,315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2,286,257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

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2日。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包含回购股份）=11,

131,489,692.80元/6,999,467,315股=1.59（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后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股票期权有效期内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缩股、增发股票等事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 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将由17.85元/股调整为16.26

元/股。

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

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的《关于调整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也将做相应调整，行权价

格将由30.22元/股调整为28.63元/股。

对79名因离职或职务变动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所有未达到行

权条件的共174.8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对31名2019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行权的66.4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11名所在单位2019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

“一般” 或“较差” 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7.84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

19名因职务调整原因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其所调减的共33.2万份

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对2名因违反“公司红线” 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5万份股票期权

不得行权，予以注销。

经调整后， 第四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2,674万份调整为2,

386.76万份。

四、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

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第四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

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四期激励对象

共1,070人，其在第三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2021年5月11日止）可行权共2,386.76万份股票期权。

五、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第四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独立董事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的

相关意见）；

鉴于第四期股权激励第二个行权期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11日，本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原激励对象黄永松和于圣明已授予但到期未行

权的49,500份股票期权。

六、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关于调整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公告》 及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对234名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所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共

992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对30名2019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

权的29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8名所在单位2019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 或“较

差” 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3.325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61名因职务调

整原因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其所调减的共197.5万份股票期权予以

注销；对2名因违反“公司红线” 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10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

以注销。

经调整后，第五期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5,442万份调整

为4,210.175万份。

七、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

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也将做相应调整，首次授

予的行权价格将由55.04元/股调整为53.45元/股， 预留授予的行权价格将由45.87元/股调整为44.28元/

股。

八、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关于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五

期激励对象共1,044人，其在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2021年5月6日止）可行权共1024.175万份股票

期权。

九、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的

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调整股权激励

计划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律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第六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也将做相应调整，行权价

格将由52.87元/股调整为51.28元/股。

十、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的《关于调整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及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第七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也将做相应调整，行权价

格将由52.02元/股调整为50.43元/股。

鉴于公司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所被授

予的股票期权予以取消。 董事会调整了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将第七期

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1425名变更为1,423名，股票期权总量由6,526万份调整为6,518万份。

十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

案》；

董事会确定第七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0年6月5日。

十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公司第七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

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激励对象已满足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 同意公司

向1,423名激励对象授予6,518万份股票期权。

十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调整股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

务所律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也将做相应调

整，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13.36元/股调整为11.77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5.49元/股调整为

23.90元/股。

十四、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

购注销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关于对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公告》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

司独立董事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的相关意见）；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人因所在单位2019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 “一

般” 原因，上述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1.75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1人因2019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原因， 上述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共5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人因违反“公司红线” 原因，上述1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12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因此，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3名2017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18.75万股。

十五、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次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的《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及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符合解

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99人，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53.25万股。

十六、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调整股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

务所律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也将做相应调

整，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6.27元/股调整为24.68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2.29元/股调整为

20.70元/股。

十七、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

购注销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关于对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公告》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

司独立董事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的相关意见）；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6人和预留授予的2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

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 上述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47.25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

公司回购并注销；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4人和预留授予的1人因职务调整原因，上述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21.85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人因2019年度

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原因， 上述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2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

购并注销；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4人因违反“公司红线” 原因，上述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共31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因此，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18名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102.1万股。

十八、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次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的《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及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符合解

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31人，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0.4125万股。

十九、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调整股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

务所律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也将做相应调

整，将由25.79元/股调整为24.20元/股。

二十、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

购注销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关于对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公告》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

司独立董事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的相关意见）；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9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

象，上述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56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5人

因职务调整原因， 上述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35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

销；激励对象1人因违反“公司红线” 原因，上述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10万股限制性

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因此，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15名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101万股。

二十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

格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调整股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师

事务所律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也将做相应调

整，将由26.01元/股调整为24.42元/股。

二十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

的议案》；

董事会确定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0年6月5日。

二十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

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嘉源律

师事务所律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相关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激励对象已满足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 同意公司向

520名激励对象授予3,418万股限制性股票。

二十四、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具体内容

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回购价格

上限应做相应调整。 回购价格上限将由65元/股调整为63.41元/股。

二十五、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统一注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关于申请统一注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

刊）；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提升公司流动性管理能力，通过合理的融资布局，确保

公司财务稳健，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拟申请统一注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同时，公司董

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全权决定与具体债务融资工

具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六、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定于2020年6月22日下午14:30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5日。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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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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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6月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3人，实到董事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会议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第二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第二期股权激励第三个行权期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26日，本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注销原激励对象夏满芽、余小平、傅生彬和曾

敏已授予但到期未行权的140,900份股票期权。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回购价格的核查意见》 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6月2日实施完毕， 即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9,467,315股

扣除已回购股份42,286,257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16元。 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将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17.85

元/股调整为16.26元/股。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

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监事会关于调整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激励对象名单及期

权数量的核查意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将第四期

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30.22元/股调整为28.63元/股。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对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

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

事项的议案》（《监事会关于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数量的核查意

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监事会经过对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 认为公司可行权

的1,070名激励对象作为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满足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第四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有关安排行权。

五、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第四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第四期股权激励第二个行权期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11日，本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注销原激励对象黄永松和于圣明已授予但到

期未行权的49,500份股票期权。

六、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监事会关于调整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

量的核查意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 公司本次对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

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的

议案》（《监事会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回购价格的核查意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将第五期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由55.04元/股调整为53.45元/股， 将预留授予的行权价格将由45.87

元/股调整为44.28元/股。

八、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

单及行权数量的核查意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监事会经过对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 认为

公司可行权的1,044名激励对象作为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同意激励对象按照《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的有关安排行权。

九、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的

议案》（《监事会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回购价格的核查意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将第六期

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52.87元/股调整为51.28元/股。

十、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监事会关于调整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 激励

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核查意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将第七期

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52.02元/股调整为50.43元/股。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对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

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十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董事会审议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程序和决策合法、

有效；授予日、授予激励对象的确定等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文件

的相关规定。

十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的议案》（《监事会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回购价格的核查意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 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由13.36元/股调整为11.77元/股，预留授予的回

购价格由25.49元/股调整为23.90元/股。

十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

购注销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根据《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规定，同意公司对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8.75万股进行

回购注销。 本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

要。

十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次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审核后认为：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满

足， 同意公司为99名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53.25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手续。

十五、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的议案》（《监事会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回购价格的核查意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由26.27元/股调整为24.68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

格由22.29元/股调整为20.70元/股。

十六、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

购注销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根据《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规定，同意公司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2.1万股进行

回购注销。 本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

要。

十七、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次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审核后认为：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满

足， 同意公司为231名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370.4125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手续。

十八、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的议案》（《监事会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回购价格的核查意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由25.79元/股调整为24.20元/股。

十九、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

购注销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根据《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规定，同意公司对1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1万股进行

回购注销。 本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

要。

二十、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

的议案》（《监事会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核查意见》 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

基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 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由26.01元/股调整为24.42元/股

二十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

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 董事会审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程序和决策合

法、有效；授予日、授予激励对象的确定等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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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

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回

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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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的集团”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

年6月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

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

案》、《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及《关于调

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以下统称为“本次调整” ）。 现将相关事项说明

如下：

一、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6年5月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对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6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公司拟向931名激励对象授予12,753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1.35元/股。

3、 根据美的集团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2016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确

定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

的议案》，鉴于公司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董

事会调整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 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931名变更为

929名，股票期权总量由12,753万份调整为12,729万份。 并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6年6月28

日，同意公司向929名激励对象授予12,729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1.35元。

4、公司于2017年5月3日披露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465,677,368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0.00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5月9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7年5月10日。

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三期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由21.35元/

股调整为20.35元/股。

5、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及业绩考核不合格等原

因对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由原929人调整为891人，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12,729万份调整为12,148.5万份。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

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三期激励对象共887

人，其在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2019年6月27日止）可行权共4,039.5万份股票期权。

6、公司已经于 2018�年 4� 月 26� 日披露了《2017�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 6,584,

022,57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12.0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8�年 5�

月 3�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8�年 5�月 4�日。

公司于2018年5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三期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由20.35元/

股调整为19.15元/股。

7、公司于2018年7月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及业绩考核不合格等原

因对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由原891人调整为850人， 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8,109万份调整为7,614.9557万

份。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

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三期激励对象共840

人，其在第二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2020年6月27日止）可行权共3,807.9557万份股票期权。

8、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三期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由19.15元/

股调整为17.85元/股。

9、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及业绩考核不合格等原因

对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

原848人调整为735人，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3,807万份调整为3,290.50万份。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

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三期激励对象共735

人，其在第三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2021年6月27日止）可行权共3,290.50万份股票期权。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第三期股权激励第一个行权期

已结束， 公司同意注销原激励对象杨辉和袁栋分别已授予但到期未行权的59,999和65,000份股票期

权。

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8年3月29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

2、2018年4月23日，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

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6,208万份股票期权， 其中首次向1,341名激励对象授予

5,508万份股票期权，占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88.72%；预留700万份股票期权，占本次授予股票期权

总量的11.28%。 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为57.54元/股。

3、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584,022,574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2.00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3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8年5月4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8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

议案》、《关于确定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为2018年5月7日，同意公司首次向

1,330名激励对象授予5,452万份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由57.54元/股调整为56.34元/股。

公司原拟首次向1,330名激励对象授予5,452万份股票期权， 由于在授予登记完成前发生相关调整

事项，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 因此，实际完成

第五期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由1,330名变更为1,328名， 股票期权总量由5,452万份调整

为5,442万份。

5、 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9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五期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预留授予日为2019

年3月11日，同意公司向100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554万份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的行权价格为47.17元/股。

公司原拟向100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554万份股票期权，由于在授予登记完成前2名激励对象未按时

完成证券账户开立和1名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 因此，实际完成第五期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的激励对

象由100名变更为97名，股票期权总量由554万份调整为534万份。

6、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五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将由56.34元

/股调整为55.04元/股，预留授予的行权价格将由47.17元/股调整为45.87元/股。

三、第六期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9年4月18日，美的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对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9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

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1,150名激励对象授予4,724万份股票期权，本次授予的行权价

格为54.17元/股。

3、 根据美的集团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9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

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9年5月30日， 同意公司向1,146名激励对象授予4,

714万份股票期权，本次授予的行权价格由54.17元/股调整为52.87元/股。

公司原拟向1,146名激励对象授予4,714万份股票期权，由于15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和职务变动等原

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调整了公司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将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1,146名变更为1,131名，股票期权总量由4,714万

份调整为4,654万份。 2019年7月5日，公司完成了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四、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7年3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7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议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2,979万份， 其中首次向140名激励对象授予2,424万股限制性

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16.86元/股，预留555万股。

3、公司于2017年5月3日披露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465,677,368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0.00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5月9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7年5月10日。

4、 根据美的集团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7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

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17年5月12日，由于7人

因离职或职务变动原因， 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条件， 董事会调整了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授予数量，同意公司首次向133名激励对象授予2,313万股限制

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调整为15.86元/股。

5、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5月19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7)

第542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17年5月18日止根据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133名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A股股票而新增的注册资本和股本的实收情

况，经审验，截至2017年5月18日止，公司已收到133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

民币366,841,800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23,13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343,711,800元。

6、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6月16日。

7、根据美的集团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7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为2017年12月29日，同意公司向55名激励对象授予547.5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7.99元/股。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公司授予2017年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实。

8、公司本次拟向55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547.5万股，但在授予日后，因1名激励对象离职

导致其所获授的合计9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

为54名，实际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538.5万股。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8年1月26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8)第0061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18年1月

24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实收情况，认为：经审验，截至2018年1月24日止，公司已从54名激励对象

收到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募集股款人民币150,726,150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5,385,000元，增加

资本公积人民币145,341,150元。

9、根据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2月7日。

10、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授予2017年剩

余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在授予期限内没有其他满足可授予限制性股票条件的潜在激励对

象，因此公司决定取消授予剩余预留的限制性股票7.5万股。

11、公司已经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584,022,574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2.0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8年5月4日。

公司于2018年5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15.86元/股调整为14.66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7.99元/股调整为26.79元

/股。

12、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违反“公司红线” 、所在单位2017

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 及职务调整等原因对3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170.183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31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19.8166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5月31日。

13、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违反“公司红线” 、所在单位2017年度

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 及职务调整等原因对30名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7.5917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50人， 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2.9万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2月20日。

14、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交

了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775,917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19年4

月3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5、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由14.66元/股调整为13.36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由26.79元/股调整为25.49元

/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

对象离职、所在单位2018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 或“较差” 、职务调整及2018年度个人业绩考核

不达标等原因对3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58.07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00人， 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56.4583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28日。

16、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80,75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19年7月23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

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00人， 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56.4583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28日。

17、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7年、2018年

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违反 “公司红

线” 、 个人业绩不达标及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6名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67.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2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34.075万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2月19日。

18、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79,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0年3月1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五、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8年3月29日，美的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第

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8年4月23日，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议案。

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2,501万股，其中首次向344人授予2,221万股，占本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量的88.80%；预留280万股，占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11.20%。 首次授予价格为28.77元/股。

3、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584,022,574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2.00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3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8年5月4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8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确定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18年5月7日，同意公司首

次向343名激励对象授予2,215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由28.77元/股调整为27.57元/股。

5、公司本次拟向343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215万股，但在授予日后，因24名激励对象

放弃认缴，其所获授的合计158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的激励

对象为319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2,057万股。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2018年6月8日出具了广会验字[2018]G18027340015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18年6月

6日止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319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而定向发行限制性A股股

票新增的注册资本和股本的实收情况。 经审验，截至2018年6月6日止，公司已收到319名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567,114,900.00元， 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20,570,000.00元，增

加资本公积人民币546,544,900.00元。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为2018年6月21日。

7、 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9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8年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日为

2019年3月11日，同意公司授予34名激励对象256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3.59元/股。 第三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对公司授予2018年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实。

8、公司本次拟向34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256万股，但在授予日后，因2名激励对象放弃认

缴，其所获授的合计14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为32

名，实际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242万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4月27

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19]2446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19年4月23日止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际向32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而定向发行限制性A股股票新增的注册资本和股

本的实收情况。 经审验，截至2019年4月23日止，公司已收到32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

票认购款人民币57,087,800.00元， 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2,420,000.00元，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54,

667,800.00元。

9、根据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5月10日。

10、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授予2018年剩余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公司在授予期限内没有其他满足可授予限制性股票条件的潜在激励对

象，因此公司决定取消授予剩余预留的限制性股票24万股。

11、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由27.57元/股调整为26.27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由23.59元/股调整为22.29

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

对象离职及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3.85万股进行

回购注销。

12、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8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1,238,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19年7月23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

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3、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7年、2018年

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违反 “公司红

线” 、 个人业绩不达标及职务调整等原因对3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58.6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14、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86,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0年3月1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

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9年4月18日，美的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第三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9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议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451名激励对象3,035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行股本总额的0.46%，本

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7.09元/股。

3、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披露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565,

827,68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3.039620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9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4、 根据美的集团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9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

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9年5月30日，同意公司向451名激励对象授予3,03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由27.09元/股调整为25.79元/股。

5、 公司本次拟向45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035万股， 但在授予日后，28�名激励对象因离

职、岗位变动和主动放弃认缴等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179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423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2,856万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于2019年6月25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19]3970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19年6月24日

止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423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 经审

验， 截至2019年6月24日止， 公司已收到423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

736,562,400.0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激励限售股28,560,000.00股，减少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28,560,000.00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7月10

日。

7、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及职务调整等原因

对21名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4.1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8、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

241,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0年3月1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七、本次调整情况

公司已经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实际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9,467,315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2,286,257股后可参与分配

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0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2日。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

额/公司总股本（包含回购股份）=11,131,489,692.80元/6,999,467,315股=1.59（按总股本折算每股

现金分红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

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1、依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即在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有效期内，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增发股票等事

项时，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依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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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

等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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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若在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期间，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的行权价格、回购价格或

授予价格的调整情况如下：

（1）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将由17.85元/股调整为16.26元/股；

（2）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将由55.04元/股调整为53.45元/股，预留授予行

权价格将由45.87元/股调整为44.28元/股；

（3）第六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将由52.87元/股调整为51.28元/股；

（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13.36元/股调整为11.77元/股，预留授予

的回购价格将由25.49元/股调整为23.90元/股；

（5）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6.27元/股调整为24.68元/股，预留授予

的回购价格将由22.29元/股调整为20.70元/股；

（6）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由25.79元/股调整为24.20元/股；

（7）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将由26.01元/股调整为24.42元/股。

八、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且股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九、监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核实情况

1、鉴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6月2日实施完毕，即以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本6,957,

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6元。 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分别

将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17.85元/股调整为16.26元/股；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行权价格将由55.04元/股调整为53.45元/股，预留授予行权价格将由45.87元/股调整为44.28元/股；第六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将由52.87元/股调整为51.28元/股；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回购价格将由13.36元/股调整为11.77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5.49元/股调整为23.90元/股；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将由26.27元/股调整为24.68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

格将由22.29元/股调整为20.70元/股；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由25.79元/股调整为

24.20元/股；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将由26.01元/股调整为24.42元/股。

2、公司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相

关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十、独立董事意见

1、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实施完成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对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2、公司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3、公司本次调整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十一、律师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1、美的集团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本次调整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

效。

十二、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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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

名单及期权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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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的集团”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

年6月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期

权数量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7年3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7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

摘要、《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公司拟向1,476名激励对象授予9,898.2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33.72元/股。

3、公司于2017年5月3日披露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465,677,368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0.00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5月9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7年5月10日。

4、 根据美的集团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7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确定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7年5月12日，由于十三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

职务变动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董事会调整了第四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同意公司向1,463名激励对象授予9,827.4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

整为32.72元/股。

5、公司已经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584,022,574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2.0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8年5月4日。

公司于2018年5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四期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由32.72元/

股调整为31.52元/股。

6、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变动及个人或所在经营单位

业绩考核不合格等原因对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四期股权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原1,463人调整为1,354人，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9,827.4

万份调整为9,018.58万份。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

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确定通过考核的第四期激励对象共1,339

人，其在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2019年5月11日止）可行权共2,950.98万份股票期权。

7、公司已经于2019年5月23日披露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可参与分配的总

股数6,565,827,68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039620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2019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8、根据美的集团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根据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四期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由31.52元/股调整为30.22元/股。

并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职务变动及个人或所在经营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第四期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原1,354人调整

为1,196人，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6,067.6万份调整为5,112.22万份。

9、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

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四期激励对象共1,

152人，其在第二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2020年5月11日止）可行权共2,438.22万份股票期权。

二、本次调整情况

1、因利润分配涉及的行权价格调整

公司以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6元的2019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6月2日实施完毕。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

总额/公司总股本（包含回购股份）=11,131,489,692.80元/6,999,467,315股=1.59（按总股本折算每

股现金分红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根据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即在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增发

股票等事项时，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利润分配实施的情况，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30.22元/股调整为28.63元/股。

2、激励对象名单和期权数量的调整

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在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之前，激励对象发生如下调整事项：

1、共有79名因离职或职务变动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根据公司《第四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上述79名激励对象所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共174.8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

销；

2、共有31人因2019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原因，依据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四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上述3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66.4万份股票期

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

3、共有11人因所在单位2019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 或“较差” ，依据公司《第四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及《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上述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行权的7.84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

4、共有19人因职务调整原因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授予的股票期权，所调减的共33.2万份股

票期权予以注销。

5、共有2人因违反公司制度，触犯“公司红线” 原因，依据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五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上述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5万份股票期权

不得行权，予以注销。

经上述调整， 第四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2674万份调整为

2386.76万份。

经上述调整之后，现有激励对象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类型 人数

分配期权数量（万

份）

占现有激励对象获

授第四期期权总数

的比例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

的比例

研发人员 426 3,054.60 42.22% 0.44%

制造人员 238 1,573.80 21.75% 0.22%

品质人员 84 600.00 8.29% 0.09%

其他业务骨干 322 2,005.90 27.73% 0.29%

合计 1,070 7,234.30 100.00% 1.03%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第四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且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核实情况

1、鉴于公司以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6元的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6月2日实施完毕。 同意董事会根据《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将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30.22元/股调整为28.63元/股。

2、根据《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对

79名因离职或职务变动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所有未达到行权条件

的共174.8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对31名2019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行权的66.4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11名所在单位2019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

般” 或“较差” 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7.84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19名

因职务调整原因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其所调减的共33.2万份股票

期权予以注销，对2名因违反“公司红线” 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5万份股票期权不得

行权，予以注销。

基于上述原因， 同意董事会将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2674万

份调整为2386.76万份。

3、公司本次对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符合《管理办

法》和《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4、本次调整后公司所确定的第四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第四期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除前述激励对象人员和期权数量调整外，其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所公告的完成授予登

记的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相符。

五、独立董事意见

1、鉴于公司以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6元的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6月2日实施完毕。 同意董事会根据《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将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30.22元/股调整为28.63元/股。

2、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规定，对79名因离职或职务变动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所有未

达到行权条件的共174.8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对31名2019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66.4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11名所在单位2019年度经营责任制

考核为“一般” 或“较差” 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7.84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

销；对19名因职务调整原因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其所调减的共33.2

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对2名因违反“公司红线” 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5万份股票

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

经调整后， 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674万份调整为2386.76万

份。 调整后的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第四期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4、公司本次调整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

六、律师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1、美的集团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本次调整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58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

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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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行权期：有效期至2021年5月11日

2、行权价格：人民币28.63元/股

3、可行权份数：2,386.76万份

4、行权方式：自主行权模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的集团”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美

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公

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7年3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对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7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

摘要、《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公司拟向1,476名激励对象授予9,898.2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33.72元/股。

3、公司于2017年5月3日披露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465,677,368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0.00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5月9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7年5月10日。

4、 根据美的集团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7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确定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7年5月12日，由于十三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

职务变动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董事会调整了第四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同意公司向1,463名激励对象授予9,827.4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

整为32.72元/股。

5、公司已经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584,022,574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2.0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8年5月4日。

公司于2018年5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四期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由32.72元/

股调整为31.52元/股。

6、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变动及个人或所在经营单位

业绩考核不合格等原因对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第四期股权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原1,463人调整为1,354人，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9,827.4

万份调整为9,018.58万份。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

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确定通过考核的第四期激励对象共1,339

人，其在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2019年5月11日止）可行权共2,950.98万份股票期权。

7、公司已经于2019年5月23日披露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可参与分配的总

股数6,565,827,68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039620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2019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8、根据美的集团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根据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四期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由31.52元/股调整为30.22元/股。

并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职务变动及个人或所在经营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第四期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原1,354人调整

为1,196人，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6,067.6万份调整为5,112.22万份。

9、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

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确定通过考核的第四期激励对象共 1,

152人，其在第二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2020年5月11日止）可行权共2,438.22万份股票期权。

10、公司已经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可参与分配的

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0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2日。

11、根据美的集团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根

据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四期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由30.22元/股调整为28.63元/股。

并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职务变动及个人或所在经营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第四期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原2674万份调整为2386.76万份。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全部条件：

序号 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

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所列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列情形

3

根据公司制定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办法》， 激励对象行权只有在前一年度考核得分在B级

及以上，及其所在经营单位考评不是“较差” ，方能参与当年度股票

期权的行权。

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2019年

度个人业绩考核均合格， 且所

在经营单位考评不属于 “较

差”

4

行权前一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不低于前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符合此项条件，请查阅附表一

附表一：

业绩指标 2016-2018年平均值 2019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千

元）

16,388,375 22,724,392

三、《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1、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

2、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详细名单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名

单》）：

类型 人数

第四期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数

量（万份）

占现有激励对象获授第四期

期权总数的比例

研发人员 426 1,010.10 13.96%

制造人员 238 519.94 7.19%

品质人员 84 191.74 2.65%

其他业务骨干 322 664.98 9.19%

合计 1,070 2,386.76 32.99%

3、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28.63元/股。若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增发股票等事宜，行权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4、行权方式：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行权期内，公司激

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选定承办券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承办券商已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相关业务系统功能符合上市公司有关业务操作及合规性需求。

5、第三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日

自授权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48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

易日，且在行权有效期内，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

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上述“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 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董事会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材料， 统一办理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

自主行权业务，届时会另行公告进展情况。

激励对象必须在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有效期结束后，已解锁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

司注销。

四、《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6月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8名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五、独立董事就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1、经核查《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在第四期

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期间内行权，1,070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日期、行权条件、行

权价格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

担保。 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

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激励对象在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个行权期内行权。

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行权的1,070名激励对象作为《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

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1,070名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行

权条件，可以按照《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有关安排进行行权。

七、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第三个行权期安排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可行权的1,070名激励对象作为《第四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有关安排行

权。

八、律师对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出具的结

论性法律意见为：本次行权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行权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及《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九、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如果全部行权， 对本公司当期及未来各期

损益没有影响，公司股本将增加2,386.76万股，股东权益将增加683,329千元。

十、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十一、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十二、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

据本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十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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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及期权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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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的集团”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

年6月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

量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8年3月29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

2、2018年4月23日，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

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6,208万份股票期权， 其中首次向1,341名激励对象

授予5,508万份股票期权，占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88.72%；预留700万份股票期权，占本次授予股票

期权总量的11.28%。 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为57.54�元/股。

3、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584,022,574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2.00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3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8年5月4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8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

议案》、《关于确定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为2018年5月7日，同意公司首次向

1,330名激励对象授予5,452万份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由57.54元/股调整为56.34元/股。

公司原拟首次向1,330名激励对象授予5,452万份股票期权， 由于在授予登记完成前发生相关调整

事项，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 因此，实际完成

第五期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由1,330名变更为1,328名， 股票期权总量由5,452万份调整

为5,442万份。

5、 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9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五期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预留授予日为2019

年3月11日，同意公司向100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554万份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的行权价格为47.17元/股。

公司原拟向100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554万份股票期权，由于在授予登记完成前2名激励对象未按时

完成证券账户开立和1名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 因此，实际完成第五期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的激励对

象由100名变更为97名，股票期权总量由554万份调整为534万份。

6、公司已经于2019年5月23日披露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可参与分配的总

股数6,565,827,68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039620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2019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7、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根据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 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将由56.34元/股调整为

55.04元/股，预留授予的行权价格将由47.17元/股调整为45.87元/股。

二、本次调整情况

激励对象名单和期权数量的调整

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在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之前， 激励对象发生如下调整事

项：

1、共有234名因离职或职务变动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根据公司《第五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上述234名激励对象所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共992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

销；

2、共有30人因2019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原因，依据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五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上述3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29万份股票期

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

3、共有8人因所在单位2019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 或“较差” ，依据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及《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上述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

的3.325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

4、共有61人因职务调整原因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授予的股票期权，所调减的共197.5万份股

票期权予以注销。

5、共有2人因违反公司制度，触犯“公司红线” 原因，依据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五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上述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10万份股票期权

不得行权，予以注销。

经上述调整， 第五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5442万份调整为

4210.175万份。

经上述调整之后，现有激励对象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类型 人数

分配期权数量（万

份）

占现有激励对象获

授第五期期权总数

的比例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

的比例

研发人员 503 1,984 45.01% 0.28%

制造人员 155 676 15.34% 0.10%

品质人员 41 212 4.81% 0.03%

其他业务骨干 386 1,536 34.85% 0.22%

合计 1,085 4,408 100.00% 1.03%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第五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且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核实情况

1、根据《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对

234名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所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共992万

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对30名2019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

29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8名所在单位2019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 或“较差” 的

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3.325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61名因职务调整原因

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其所调减的共197.5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对2名因违反“公司红线” 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10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

销。

经调整后，第五期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5,442万份调整

为4,210.175万份。

2、公司本次对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符合《管理办

法》和《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3、本次调整后公司所确定的第五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第五期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除前述激励对象人员和期权数量调整外，其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所公告的完成授

予登记的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相符。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规定，对234名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所有未达到行权

条件的共992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对30名2019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行权的29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8名所在单位2019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

或“较差” 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3.325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61名因

职务调整原因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其所调减的共197.5万份股票期

权予以注销；对2名因违反“公司红线” 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10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

权，予以注销。

经调整后，第五期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5,442万份调整

为4,210.175万份。 调整后的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

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3、公司本次调整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

六、律师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1、美的集团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本次调整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60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

关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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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至2021年5月6日

2、行权价格：人民币53.45元/股

3、可行权份数：1024.175万份

4、行权方式：自主行权模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的集团”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美

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

成就，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8年3月29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

2、2018年4月23日，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

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6,208万份股票期权， 其中首次向1,341名激励对象

授予5,508万份股票期权，占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88.72%；预留700万份股票期权，占本次授予股票

期权总量的11.28%。 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为57.54�元/股。

3、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总股本6,584,022,574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2.00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3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8年5月4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8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

议案》、《关于确定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为2018年5月7日，同意公司首次向

1,330名激励对象授予5,452万份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由57.54元/股调整为56.34元/股。

公司原拟首次向1,330名激励对象授予5,452万份股票期权， 由于在授予登记完成前发生相关调整

事项，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 因此，实际完成

第五期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由1,330名变更为1,328名， 股票期权总量由5,452万份调整

为5,442万份。

5、 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19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五期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预留授予日为2019

年3月11日，同意公司向100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554万份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的行权价格为47.17元/股。

公司原拟向100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554万份股票期权，由于在授予登记完成前2名激励对象未按时

完成证券账户开立和1名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 因此，实际完成第五期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的激励对

象由100名变更为97名，股票期权总量由554万份调整为534万份。

6、公司已经于2019年5月23日披露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可参与分配的总

股数6,565,827,68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039620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2019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7、根据美的集团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根据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 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将由56.34元/股调整为

55.04元/股，预留授予的行权价格将由47.17元/股调整为45.87元/股。

并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职务调整及个人或所在经营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第五期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原5442万份调整为4210.175万份。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全部条件：

序号 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

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所列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列情形

3

根据公司制定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办法》， 激励对象行权只有在前一年度考核得分在B级

及以上，及其所在经营单位考评不是“较差” ，方能参与当年度股票

期权的行权。

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2019年

度个人业绩考核均合格， 且所

在经营单位考评不属于 “较

差”

4

行权前一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前三个会计

年度的平均水平。

符合此项条件，请查阅附表一

附表一：

业绩指标 2015-2017年平均值 2016-2018年平均值 2018年 2019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千元）

14,891,590 17,399,608 20,230,779 24,211,222

三、《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1、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

2、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详细名单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

件的激励对象名单》）：

类型 人数

第五期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数量（万份）

占现有激励对象获授第五期

期权总数的比例

研发人员 485 460.550 10.45%

制造人员 147 154.475 3.50%

品质人员 38 45.500 1.03%

其他业务骨干 374 363.650 8.25%

合计 1,044 1,024.175 23.23%

3、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53.45元/股。若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增发股票等事宜，行权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4、行权方式：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行权期

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选定承办券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

申报行权。承办券商已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相关业务系统功能符合上市公司有关业务操作及合规性需求。

5、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日

自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36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

易日，且在行权有效期内，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

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上述“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 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董事会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材料， 统一办理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的

股票期权自主行权业务，届时会另行公告进展情况。

激励对象必须在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有效期结束后，已解锁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

司注销。

四、《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6月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8名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五、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1、经核查《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

在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期间内行权，1,044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日期、行权条件、行

权价格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

担保。 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

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激励对象在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行权的1,044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1,044名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

合其他行权条件，可以按照《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有关安排进行行权。

七、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安排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可行权的1,044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五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五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一个行权期的有关安排行权。

八、律师对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

出具的结论性法律意见为：本次行权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行权的相关事宜符合《管

理办法》、《公司章程》及《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九、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如果全部行权， 对本公司当期及

未来各期损益没有影响，公司股本将增加1024.175万股，股东权益将增加547,422千元。

十、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十一、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十二、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

据本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十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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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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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的集团”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

年6月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0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

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1,425名激励对象授予6,526万份股票期权，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2.02元/股。

二、本次调整情况

1、因利润分配涉及的行权价格调整

公司以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6元的2019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6月2日实施完毕。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

总额/公司总股本（包含回购股份）=11,131,489,692.80元/� 6,999,467,315股=1.59（按总股本折算每

股现金分红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根据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即在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增发

股票等事项时，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利润分配实施的情况，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52.02元/股调整为50.43元/

股。

2、因激励对象离职涉及的调整

鉴于公司第七期股权激励对象曹寅及高尚等两人人因离职原因， 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七期股票

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上述激励对象所被授予的8万份股票期权予以取消。 因此，董事会调整了公司第七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将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425

名变更为1,423名，股票期权总量由6,526万份调整为6,518。

经上述调整之后，激励对象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类型 人数

拟分配期权数量（万

份）

占本次授予期权总

数的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研发人员 556 2,616 40.14% 0.37%

制造人员 267 1,198 18.38% 0.17%

品质人员 86 408 6.26% 0.06%

其他业务骨干 514 2,296 35.23% 0.33%

合计 1,423 6,518 100.00% 0.93%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以及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且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激

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核实情况

1、鉴于公司以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6元的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6月2日实施完毕，同意董事会根据《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将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52.02元/股调整为50.43元/股。

2、鉴于公司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所被

授予的股票期权予以取消， 因此同意董事会调整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和期权

数量，将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425名变更为1,423名，股票期权总量由6,526万

份调整为6,518万份。

3、公司本次对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激励对象以及期权数量的调整，符合《管理办

法》及《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4、本次调整后公司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符合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除前述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不再满足激励对象条件而未获得授予之外，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的名单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五、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确定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9年5月30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

法》及《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符合《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激励对象获

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3、鉴于公司以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6元的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6月2日实施完毕，同意董事会根据《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将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52.02元/股调整为50.43元/股。

4、鉴于公司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所被

授予的股票期权予以取消， 因此同意董事会调整公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和期权

数量，将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425名变更为1,423名，股票期权总量由6,526万

份调整为6,518万份。

5、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

司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除前述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不再满足激励对象条件

而未获得授予之外， 激励对象的名单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授予的

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第

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0年6月5日，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六、律师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1、美的集团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及本次调整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

2、授予日的确定及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3、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不符合获授条件的情形，满足《第七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

的授予条件。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下转B09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