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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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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

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52,915,566.78 36.46% 22,682,213,595.30 5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140,693,207.02 10.37% 2,677,862,787.64 2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21,359,024.46 2.56% 2,468,651,695.14 21.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6,283,699,650.86 -591.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0 4.35% 1.120 15.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0 4.35% 1.120 15.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4% -2.96% 12.74% -5.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621,873,150.79 27,846,648,780.80 4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24,779,777,386.85 14,614,377,078.75 69.56%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175,823.88 -6,929,696.2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91,146,792.39 271,830,535.5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19,940,217.69 1,472,714.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10,788.85 3,215,423.1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837,700.02 49,002,395.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948,079.39 11,375,488.54

合计 119,334,182.56 209,211,092.50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1,398,649,941.12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367.52%，主要原因是本期间购

买固定收益类产品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余额2,029,858,190.66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30.96%，主要是本期收入增加导致以票

据结算增加所致。

3、应收账款余额10,922,527,458.74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79.01%，主要是本期收入增加导致应

收账款增加所致。

4、预付账款期末余额1,258,518,839.61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180.42%，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的

货款增加所导致。

5、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4,036,409,132.63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1132.50%，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

履约保证金所导致。

6、存货期末余额1,920,687,165.00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60.17%，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业务规模

扩大导致存货增加。

7、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318,390,119.24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37.72%，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待

抵扣的进项税增加所致。

8、在建工程期末余额1,616,666,740.65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127.19%，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定

增项目全面投入建设增加所致。

9、其他非流动资产末余额1,518,614,066.15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309.49%，主要原因是由于本

期新建工厂增加预付的工程设备款以及预付的土地款增加所致。

10、短期借款期末余额4,238,253,067.74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67.87%，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经

营性借款增加所致。

11、应付票据期末余额733,931,225.01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38.84%，主要原因是本公司以票据

结算的方式增加所致。

12、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103,981,120.09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减少34.57%，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本

期支付去年年底计提奖金所致。

13、应交税费期末余额1,029,726,539.47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89.41%，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尚

未缴纳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14、资本公积期末余额10,740,027,375.53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284.71%，主要原因是由于本公

司收到定向增发资金增加资本公积所致。

15、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22,682,213,595.30元，较上期增加51.44%，主要原因是公司各项业务拓展

顺利，主要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16、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15,736,795,058.84元，较上期增加74.97%，本期毛利率30.62%，较上年同

期减少9.33%。报告期，因执行新会计准则，原计入销售费用的运输装卸费调整至营业成本核算，导致营业

成本因此增加724,739,208.87元， 如剔除该部分影响， 则受营业规模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较上年增加

66.91%，对应毛利率33.82%，较上年同期减少6.13%。 7-9月营业成本6,005,566,766.33元，较上期增加

61.94%，毛利率28.95%，较同期减少11.18%。 报告期，因执行新会计准则，原计入销售费用的运输装卸费

调整至营业成本核算，导致7-9月营业成本因此增加289,895,490.84元，如剔除该部分影响，则受营业规

模增长所致，营业成本较上年增加54.12%，对应毛利率32.38%，较上年同期减少7.75%。

17、管理费用本期发生额1,197,409,936.44元，较上期增加30.78%，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入增加导致

相应的费用增加，人工薪酬及股权激励摊销费用增加所致。

18、研发费用本期发生额319,280,460.82元，较上期增加48.30%，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研发投入

增加所致。

19、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148,800,548.45元，较上期减少35.33%，主要原因是本年上半年偿还借款

导致利息费用减少所致。

2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额-6,283,699,650.86元，较上期减少591.73%。 由于报告期

加强回款，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9.07%，高于同期收入增速，收现比（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由上年同期的91.68%提升至96.30%，其中7-9月收现比由上年同期

的89.38%提升至109.56%。 但报告期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当期采购支出增加，同时报告期公司根据

生产经营需要对部分原材料采取了择机采购的策略进行战略性储备， 导致报告期采购支出进一步增加，

综上，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13.79%，此外，报告期支付履约保证金导

致经营现金支出进一步增加，从而导致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2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额-4,300,048,738.97元,较上期减少261.53%，主要原因是

公司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与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额8,891,059,129.03元,较上期增加1429.54%，主要是因为

本期间公司收到定向增发资金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4,5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卫国 境内自然人 22.57% 569,452,837 442,239,628 质押 211,081,7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56% 367,342,177

许利民 境内自然人 3.26% 82,269,250 69,201,937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2.14% 54,084,623

德弘美元基金管理公司－德

弘美元基金二期

境外法人 2.11% 53,196,516

富诚海富资管－北京东方雨

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富诚

海富通东方雨虹员工持股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96% 49,471,66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

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1% 43,089,247

向锦明 境内自然人 0.92% 23,169,323 17,376,992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0.90% 22,641,139

UBS�AG 境外法人 0.86% 21,688,121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7,342,177 人民币普通股 367,342,177

李卫国 127,213,209 人民币普通股 127,213,209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54,084,623 人民币普通股 54,084,623

德弘美元基金管理公司－德弘美元基金二期 53,196,516 人民币普通股 53,196,516

富诚海富资管－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富诚海富通东方雨虹

员工持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9,471,665 人民币普通股 49,471,66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3,089,247 人民币普通股 43,089,247

MERRILL�LYNCH�INTERNATIONAL 22,641,139 人民币普通股 22,641,139

UBS�AG 21,688,121 人民币普通股 21,688,121

天津礼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卓越长

青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461,546 人民币普通股 20,461,54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084,332 人民币普通股 17,084,3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富诚海富资管－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富诚海富通东方雨

虹员工持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通过融资交易买入公司股票49,471,665股。

（二）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本激励计划所采用

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东方雨虹从二级市场自行回购本公司股票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新股；该计划拟授予6,504.40万股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标的股票占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

069.34万股的7.83%。 其中，首次授予数量为5,854万股，占授予总量的90.00%；预留650.40万股，占授予

总量的10.00%。 该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1,112人，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

格为8.24元/股。

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2016年7月1日公告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并经

2016年7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激

励计划拟授予6,500万股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标的股票占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

股的7.82%。 其中，首次授予数量为6,414.1万股，占授予总量的98.68%；预留85.9万股，占授予总量的

1.32%。 修订后的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由1,112人调整为1,263人，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8.24元/股。

3、2016年8月1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及其摘要以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

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2016年8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由于激励对象中部分人员离职

或因个人原因放弃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其授予数量进行

了相应调整，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263人调整为1,230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

由6,5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6,414.1万股，预留85.9万股）调整为6,435.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6,349.6万

股，预留85.9万股）。 公司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2016年8月25日为首次授予日，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期间，有3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行权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共放弃

37万股的行权。截至2016年9月29日，公司完成向1,197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6,312.6万股限制性股票（其

中发行新股53,149,909股， 其余9,976,091股以公司回购的社会公众股作为限制性股票的部分股票来

源），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实施

将对公司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 经测算，预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6,312.6万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39,143.96万元，则2016年-2020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万

股）

摊销费用总计（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6,312.6 39,143.96 8,696.06 20,475.85 7,230.72 2,331.44 409.89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5、2017年6月13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82,686,848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7年6月1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6年度现

金分红于2017年6月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息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锁

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由8.24元/股调整为8.09元/股。

6、2017年6月13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于部分激

励对象离职、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职务变更等原因，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11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并于2017年7月12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手续，则2016年-2020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摊销费用总计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38,406.05 8,532.13 20,089.86 7,094.42 2,287.49 402.17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7、2017年7月17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确定公司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日为2017年7月17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5.9万股，

占东方雨虹已发行股本总额的0.0975%，授予价格为18.31元/股，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

期间，有6名激励对象因行权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0.5万

股。 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24人，授予数量调整为85.4万

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8月31日。 经测算，预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激励成本合计为780.45万元，则2017年-2021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780.45 232.22 358.59 133.78 46.35 9.51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8、2018年9月2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

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为： 以2018年6月19日权益分派登记日的总股本881,863,21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499980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999907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8年6月20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7年度现金分红于2018年6月20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在公司发生派息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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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

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也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8.09元/股调整为4.6706元/股； 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8.31元/股调整为10.6824元/股。

9、2018年9月2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

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1,015名激励对象办

理2,317.0615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 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办理了相关解锁手续， 共计2,317.0615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11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 同时，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

考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更、2017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31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688.043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并于2018年12月17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则2016年

-2020年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摊销费用总计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35,340.49 7,703.94 18,296.26 6,772.63 2,183.73 383.93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0、2018年9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于部分激

励对象离职，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16.999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并于2018年12月17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手续，则2017年-2021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689.60 205.19 316.84 118.21 40.95 8.41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1、2019年8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根据《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9名激励对象办理29.0913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根据公司201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相关解锁手续，共计29.0913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9年9月2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12、2019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9日） 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3,540,

159股）后的总股本1,468,543,79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

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9年5月30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8年度现金分红于2019年5月30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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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6706元/

股调整为4.3706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6824元/股调整

为10.3824元/股。

13、2019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953名激励对象办理2,053.9642万股首次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相关解锁手续，共

计2,053.9642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同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

情形，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36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792.6103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并于

2019年11月20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则2016年-2020年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摊销费用总计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32,545.53 7,273.59 17,005.19 5,852.44 2,053.31 361.00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4、2019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

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 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 决定对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合计24.628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并于2019年11月20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

2017年-2021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550.94 160.96 251.67 97.57 33.80 6.94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5、2020年8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

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9名激励对象办理24.6925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 根据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办理了相关解锁手续， 共计24.6925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0年9月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16、2020年9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

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897名激励对象办理2,073.1160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解锁手续。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相关解锁手续，共计2,073.1160万

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0年9月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17、2020年10月26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

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2日）的总股本1,569,784,69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方

案已于2020年6月15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9年度现金分

红于2020年6月1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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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由4.3706元/股调整为4.0706元/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由10.3824元/股调整为10.0824元/股。

鉴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股本1,569,784,697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784,892,348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总额

增加至2,354,677,045股，此外，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10月22日实

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0年半年度所转股份于2020年10月22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也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0706元/股调整为2.7137元/股；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0824元/股调整为6.7216元/股。

18、2020年10月26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

分激励对象因离职、 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更、2019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

完全达标等情形，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28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551.0646万股回购注

销，并于2020年12月24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6年-2020年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摊销费用总计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31,687.93 7,180.90 16,727.12 5,574.36 1,860.13 345.41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9、2020年10月26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

励对象因2019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

对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0.1912万

股回购注销，并于2020年12月24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7年-2021年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550.13 160.77 251.26 97.35 33.80 6.94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20、2021年8月9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

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9名激励对象办理35.9546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根据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相关解锁手续，共计35.9546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

年9月1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21、2021年9月7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

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878名激励对象办理3,120.3024

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相关

解锁手续，共计3,120.3024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9月1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22、2021年10月26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0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8日）的总股本2,523,561,412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1年5月31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

得的2020年度现金分红于2021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

处理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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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2.7137元/股调整为2.4137元/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7216元/股调整为6.4216元/股。

23、2021年10月26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2020年度离职、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董事

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18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合计234.3959万股回购注销；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2020年度个

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合计1.2750万股回购注销。

（二）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本激励计划

所采用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东方雨虹从二级市场自行回购本公司股票和向激励对象定

向发行A股普通股；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3,296.6129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149,208.7952万股的2.21%。 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2,189人，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价格为10.77元/股。

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2019年9月21日公告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第五章激励计划具体内容” 之“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

条件”之“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内容”与“考核指标设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说明” 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三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并经2019年9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2019年9月27日至2019年10月8日， 公司通过内部办公系统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截至公示期满，未有针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情况。

4、2019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

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5、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

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

授予条件， 确定以2019年11月11日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首次向2,189位激励对象授予3,

296.6129万股限制性股票。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过程中，有43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认

购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共放弃560.3601万股的认购， 因此， 公司完成向1,75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2,

736.2528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发行新股382.2369万股，其余2,354.0159万股以公司回购的社会公众股

作为限制性股票的部分股票来源），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12月12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实施将对公司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经测算，预计本

次授予激励对象2,736.2528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35,329.47万元， 则2019年-2023年限制性

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万股） 摊销费用总计（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736.25 35,329.47 2,504.55 17,198.58 8,967.31 4,751.49 1,907.55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6、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2日）的总股本1,569,784,69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

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6月15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9年

度现金分红于2020年6月1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

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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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由10.77元/股调整为10.47元/股。

同时，鉴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股本1,569,784,697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784,892,348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

本总额增加至2,354,677,045股，此外，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本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10月22

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0年半年度所转股份于2020年10

月22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根据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 公司也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47元/股调整为6.98元/股。

7、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

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更的原因，董事会依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42.725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8、2020年12月7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核不合格导致

职务变更的原因，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42.7250万股

进行回购注销，并于2021年1月4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9年-2023年限制性股

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万股） 摊销费用总计（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593.53 33,486.66 2,373.91 16,301.49 8,499.56 4,503.65 1,808.05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9、2021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三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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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598名激励对象办理917.5007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办理完毕前述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手续。

10、2021年10月26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0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8日）的总股本2,523,561,412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1年5月31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应取得的2020年度现金分红于2021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

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

除息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98元/股调整为6.68元/股。

11、2021年10月26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

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导致职务变更、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原因，董事

会根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27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

部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57.740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需提请公司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本激励计

划所采用的激励工具为股票期权，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本计划拟向激

励对象授予5,200.45万份股票期权，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34,

773.7237万股的2.22%。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有效期内以行权价格购买1股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的权利。

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4,160人，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48.99元/股。

2、2021年3月27日至2021年4月5日，公司通过内部办公系统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姓

名及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截至公示期满，未有针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情况。

3、2021年4月1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在激励对象

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1年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激励计划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职务变更导致不符合激励条件共计

24名激励对象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共计24.9万份，董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

单及其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同时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21年4月26日，向4,136名激励对象授

予5,175.55万份股票期权。

5、2021年5月14日，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股票期权授予登记过

程中，有55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职务变更导致不符合激励条件放弃股票期权共计58万份，因此公司实际

向4,081名激励对象授予5,117.55万份股票期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实施将对公司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 经测算， 预计授予激励对象5,

117.55万份股票期权激励成本合计为75,125.63万元，则2021年-2025年股票期权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数量

（万份）

股份支付费用合计（万

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5,117.55 75,125.63 24,225.91 26,257.30 15,216.18 7,641.50 1,784.75

上述成本测算和摊销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未考虑所授予股票期权未来未行权的情况；摊销

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6、2021年6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8日）的总股本2,523,561,4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

分派方案已于2021年5月31日实施完毕。 由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发生在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前，依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若在行权前

有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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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

整，因此，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48.99元/份调整为48.69元/份。

（四）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拟设立员

工持股计划，本计划参与对象共计1,611人，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

资金、金融机构融资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等，资金总额不超过170,000万元，员工持股计划设

立后将成立资管/信托产品进行管理， 以资管/信托产品的规模上限340,000万元及公司股票2021年3月

26日的收盘价50.00元/股测算，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能购买和持有的标的股票总数量不超过6,800万股，即

不超过截至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之日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2.90%。

2、2021年3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李卫国先生向董事会提交《关于提请增加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拟通过融资融券等方式进行融

资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为增加融资途径、更加有效的实施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同意公司选择资产管理机构进行管理，由其成立相应的资产管理计划，并拟通过融

资融券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实现融资资金与自筹资金的比例不超过1:1， 即融资金额不超过170,000

万元。 上述临时提案已经2021年3月31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3、2021年4月1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

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拟通过融资融券等方式进行融资的

议案》，董事会被授权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等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全部事宜。

4、 公司委托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对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资产

进行管理，并与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富诚海富通东方雨虹

员工持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2021年4月14日，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计划已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并于2021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证券

交易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富诚海富资管-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富诚海富通东方雨虹员工持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7日、2021年4月30日、2021

年5月29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公告》，对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票等进展情况进行了

公告。

5、截至2021年6月23日，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累计购

买公司股票49,471,6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604%，成交总金额为2,759,755,519.81元，成交均价为

55.7846元/股。 其中通过二级市场连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购买公司股票34,471,6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60%，成交总金额为1,952,905,519.81元，成交均价为56.6525元/股；通过大宗交易受让公司控股股

东、 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持有的公司股票15,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5944%， 成交总金额为

806,850,000.00元，成交均价为53.7900元/股。上述已购买的股票按照相关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为12个

月， 自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即2021年6月23日至2022年6月22

日。

（五）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

2020年10月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

人士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本次发行

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对象为不超过35名特定投

资者，所有发行对象均以同一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且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通过询价方

式确定发行价格，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

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元（含本数），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计

算，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 2020年11月3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3406）。 2020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

请做好东方雨虹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

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与落实，并按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答复。 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2021年1月18日审核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公司于2021年2月7日

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2021]344号）文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04,321,171股新股。

2021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公司与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45.5元/股，非公开发行

股份总量为175,824,175股，共有13家发行对象获配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为7,999,999,962.50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7,993,097,087.78元，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4月8日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发行对象在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时所作

的承诺，13名发行对象均承诺自东方雨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束之日（即2021年4月8日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次认购的东方雨虹股票，也不由东方雨虹

回购该部分股份。 报告期内，公司为上述13名发行对象办理了解除限售手续，共计17,582.4175万股限制

性股票已于2021年10月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六）公司对外投资建设生产研发及总部基地项目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投资建设生产研发及总部基地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1、湖南省岳阳市投资建设中南区域总部及岳阳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2017年8月29日，公司与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入区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在岳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中南区域总部及岳阳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2018年2月6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湖南省岳阳市投资建设中南区域总部及岳阳新材料生产

基地项目的议案》，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完善公司的物流体系，改善公司在中南区域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环

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特种涂料领域的生产能力，促

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推动“渗透全国”的战略目标实现，公司拟投资20亿元人民币在岳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中南区域总部及岳阳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其中，东方雨虹中南区域总部项目拟

投资10亿元，岳阳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拟投资10亿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南区域总部项目主体结构已

施工完毕；岳阳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部分生产线已投产。

2、安徽芜湖市投资建设绿色建材（芜湖）产业示范园项目

2020年6月30日，公司与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

10亿元在芜湖市三山区投资建设新型节能保温密封材料制造项目（项目一期）；新型建筑防水材料、新型

功能涂层材料制造项目（项目二期）；绿色民用建材、功能性填料制造项目（项目三期），该项目总建设周

期预计48个月。2020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安徽芜湖市

三山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材（芜湖）产业示范园项目议案》，公司围绕建筑建材系统服务

商的定位，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及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

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东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满足华东地区的市场需

求，提升公司在华东地区的市场份额，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芜湖市三山区出资

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安徽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并以

该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0亿元在芜湖市三山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 （芜

湖）产业示范园项目。同月，该项目实施主体芜湖东方雨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该项目部分生产线已投产。

3、广州市花都区投资建设绿色建筑建材产业园项目

2020年7月14日，公司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30亿元在广

州市花都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大湾区绿色建筑建材产业园及国际绿色建筑建材中心项目，该项目预计建

设周期36个月。 2020年8月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广州市花都区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筑建材产业园项目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等国家战略，

不断完善绿色建材产品体系，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南地区的生产与供

货能力，满足华南地区的市场需求，提升公司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在广州市花都区分别出资1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雨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孚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相关项目公司” ），并以相关项目

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30亿元在广州市花都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大湾区绿色建筑建材产

业园及国际绿色建筑建材中心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相关项目公司已陆续成立，东方雨虹大湾区绿色

建筑建材产业园项目部分生产线已投产；国际绿色建筑建材中心项目土地已摘牌，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

进中。

4、河北保定市徐水区投资建设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2020年8月7日，公司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

10亿元在保定市徐水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该项目预计建设周期为开工之日起18

个月。 2020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河北保定市徐水区投

资建设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的对外投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等国家战略，不断

完善绿色建材产品体系，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建筑新材料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同时为进

一步扩大公司在华北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满足华北地区的市场需求，提升公司在华北地区的市场份

额，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保定市徐水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保

定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同时拟以保定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

资不超过10亿元在保定市徐水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2020年9月14日，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同月，该项目实施主体保定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成立。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东方雨虹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项目部分生产线已投产。

5、海南洋浦投资建设绿色新材料综合产业园项目

2020年8月13日，公司与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投

资10亿元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海南洋浦绿色新材料综合产业园项目。 2020年8月28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海南洋浦投资建设绿色新材料综合产业

园项目的对外投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等国家战略，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

的优化升级，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南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满足华南地区的市场需求，提升公司

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出资5,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洋浦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同时拟以洋浦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

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0亿元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海南洋浦绿色新

材料综合产业园项目。 2020年9月14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同月，该

项目实施主体洋浦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成立。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海南洋浦绿色新材料综合产业

园项目部分生产线已投产。

6、江苏南通启东市投资建设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2020年8月21日，公司与江苏南通启东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20亿元

在启东投资建设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具体建设内容为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防水涂料（水性）、特

种砂浆、民用绿色建材、虹运物流仓储。本项目按照一次性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进行推进。其中一期预计

建设周期为开工之日起18个月。 2020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在江苏南通启东市投资建设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对外投资议案》，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东

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满足华东地区的市场需求；同时为更好的搭建公司仓

储物流体系，以保证公司产品以较低的仓储、物流成本辐射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市场，进一步扩大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出资1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南通东方雨虹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同时拟以南通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20亿元

在江苏南通启东市投资建设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2020年9月14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同月，该项目实施主体南通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成立。 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项目一期生产线处于试生产阶段。

7、重庆江津区绿色建材生产基地及成渝区域总部项目

2020年9月3日，公司与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14亿

元在重庆江津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及成渝区域总部项目。 2020年9月14日，公司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重庆江津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材生产

基地、成渝区域总部项目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

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

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公司在西南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同

时为更好地引进生产及技术人才，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生产环境，增强员

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虹致新材料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重庆江

津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同时以重庆东方雨虹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为主要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4亿元在重庆江津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

材生产基地及成渝区域总部项目。 2020年9月，该项目实施主体重庆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成立。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处于开工建设阶段。

8、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项目

2020年9月1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鼎丰控股有限公司与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签订《项目投

资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约16亿元在常德西洞庭管理区工业园投资建设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项

目，项目建设内容为各类工业无纺布（非织造布）、胎基布及相关原材料，生产基地建设18条聚酯胎基布

生产线。 2020年9月22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湖南省常德市投资

建设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项目的对外投资议案》，为充分释放上下游协同效应，增加非织造布生产基地的

生产能力，从而更好的满足公司防水卷材的生产需要，为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

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保驾护航，同时为更好的保证公司的原材料采购需求和成本，增强公司采购环节的

抗风险能力，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拟以下属二级全资子公司常德天鼎丰非织

造布有限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6亿元在常德西洞庭管理区工业园投资建设常德

天鼎丰非织造布项目。 2020年9月，该项目实施主体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已成立。 截至本报告披

露日，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项目仍处于开工建设阶段。

9、长春市九台区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区域总部项目

2020年9月22日，公司与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18亿

元在长春市九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区域总部项目。 建设周期为：生产基地项

目一期计划在2021年4月开工建设，当年实现投产，一期项目达产之后6个月内启动下一期项目建设，开工

之后9个月实现投产。 2020年9月23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吉林

长春市九台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区域总部项目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

色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

化升级，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

北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同时为更好地引进生产及技术人才，强化人才队伍

建设，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生产环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全资

子公司天津虹致新材料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长春市九台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

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同时以吉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主要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

资不超过18亿元在长春市九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区域总部项目。 2020年9

月，该项目实施主体吉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成立。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

地项目部分生产线试产成功，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区域总部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

10、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生产基地项目

2020年12月18日，公司与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20亿元

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江西生产基地项目。 建设内容为防水材料生产车间、保温材料

生产车间、综合生产车间和配套仓储、企业综合办公与研发大楼等，项目建设周期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

许可证》之日起12个月投产，18个月全部完成。2021年1月4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东方雨虹江西生产基地项目的议

案》，为不断丰富新型环保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

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 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东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

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同时以较低的仓储成本辐射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市场，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南昌市新建区出资5,000万

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并以江西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项目实

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20亿元在南昌市新建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江西生产基地项目。 2021年1

月，该项目实施主体江西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成立。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江西生产基地项目处于

开工建设阶段。

11、济南市天桥区山东区域总部及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2020年12月21日，公司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与济

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就项目投资方案通过进一步讨论与细化，于2021年1月4日在原《合作框架协议》的

基础上签订了《项目入园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9亿元在山东济南天桥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山东区

域总部项目及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其中区域总部项目计划投资1亿元，建设内容包含公司及旗下各公

司、各品牌的办公、会议、培训、研发、展示、接待、结算及居住等功能的实现；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投资8亿

元，建设内容为新型建筑防水材料、节能保温密封材料、特种砂浆及绿色民用建材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2021年1月4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山东区域总部项目、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

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满足

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东地区的生产

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同时为更好地引进生产及技术人才，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改善当

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生产环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济南

市天桥区出资1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东方雨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

登记为准）， 并以该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亿元建设东方雨虹山东区域总部项

目；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济南市天桥区出资1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济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并以该公司为项目实施主

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8亿元在山东济南天桥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2021年1

月，公司山东区域总部项目及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实施主体山东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济南东

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成立。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处于开工建设阶

段。

12、湖南省邵阳市经济开发区新材料生产项目

2020年12月25日，公司与邵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东方雨虹新材料生产项目引进合同》，

合同约定公司拟投资7亿元在湖南省邵阳市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新材料生产项目。 建设内容为

新材料生产及配套项目生产，该项目分两期开发建设，其中一期项目拟投资2亿元，二期项目于一期建成

后启动，拟投资金额5亿元。 2021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在湖南省邵阳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东方雨虹新材料生产项目的议案》， 为不断丰富新型环保建

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满

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中地区的生

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以期进一步满足华中地区的市场需求，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以自有资金在邵阳市经济开发区出资1,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邵阳东方

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并以该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

资不超过7亿元在湖南省邵阳市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新材料生产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邵阳

市东方雨虹新材料生产项目土地已摘牌，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13、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绿色建筑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与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10

亿元在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筑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内容为防水、节能保

温材料、民用建筑材料、特种砂浆、建筑涂料等产品研发生产项目，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建设周期为各期计

划在土地交付之后6个月内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24个月左右陆续投产。 2021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投资建设绿色建筑新材料生产基地

项目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

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

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中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

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不断满足华中地区的市场需求，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郑州市上街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郑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根据协议安排，董事会同意公司以郑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0亿元在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

建筑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2021年1月29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2021

年2月，该项目实施主体郑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成立。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郑州市上街区东方

雨虹绿色建筑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14、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山西（太原）建筑新材料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

2021年1月13日，公司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协议约定公司

拟投资15亿元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内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山西（太原）建筑新材料智能制造生产基

地项目，建设内容为年产3000万平方米改性沥青防水卷材、4万吨防水涂料、10万吨砂浆、保温节能材料、

绿色民用建材、建筑粉料项目及配套工程，项目分两期建设，每期总建设周期为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24个月，具体每期建设进度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3个月内实现开工，自开工

之日起9个月实现项目投产。 2021年2月1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山西（太原）建筑新材料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

的议案》，为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通过高效、节能、环保的智能化、自动化生产体系，

不断丰富新型环保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

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同时为进一

步扩大公司在华北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以较低的仓储成本辐射华北地区

乃至全国市场，以期进一步满足华北地区的市场需求，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全

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太原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并以该公司作为项目实施

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5亿元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内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山西（太原）建筑新

材料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 2021年3月，该项目实施主体太原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成立。 截至

本报告披露日，东方雨虹山西（太原）建筑新材料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处于开工建设阶段。

15、郑州市中原区郑州东方雨虹楼店研仓一体化基地项目及河南区域总部项目

2021年2月8日，公司与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8亿元

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投资建设郑州东方雨虹楼店研仓一体化基地项目及河南区域总部项目，楼店研仓

一体化基地项目主要内容为建设楼店研仓一体化基地，满足东方雨虹以建筑材料为主体的新型产品在河

南区域的新材料研发、销售、结算、产品研发（含中试）、仓储等用途，建设周期计划在土地交付之后6个月

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12个月左右建成运营；河南区域总部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东方雨虹及旗下各公司、各

品牌的总部办公、研发中心、会议、培训、展示、接待、结算及居住等功能的实现，建设周期为2年。 2021年2

月22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及建设楼店研仓一体化基地项目、河南区域总部项目的议案》，为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

的核心定位，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以较低的仓储成本和运输

成本辐射华中地区乃至全国市场，以期不断提升客户体验，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同时为更好的引进生产及技术人才，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生产环境，增强

员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置业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河南省郑

州市中原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东方雨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

登记为准），并以该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郑州东方雨虹楼店研仓一体化基地项目；公司以自有资

金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并以该

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郑州东方雨虹河南区域总部项目。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河南区域总部项目

实施主体河南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已成立，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16、江苏省宿迁市高新区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2021年2月8日，公司与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

拟投资10亿元在江苏省宿迁市高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项目主要内容为防水、

节能保温材料、民用建筑材料、水性涂料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项目，建设周期计划自项目协议签订后3个月

内一期投产，24个月左右全部投产。 2021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在江苏省宿迁市高新区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为立足公

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

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

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东地区

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以期进一步满足华东地区的市场需求，为公司未来持续稳

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为提高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效率，推进项目进程，公司全资子公

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宿迁高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宿迁东方雨

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东方雨虹” ）作为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宿

迁东方雨虹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7,000

万元，占宿迁东方雨虹注册资本的70%；宿迁高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3,000万元，

占宿迁东方雨虹注册资本的30%。2021年2月，该项目实施主体宿迁东方雨虹已成立。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宿迁市高新区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部分生产线已投产，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17、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东方雨虹通辽绿色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2021年3月31日，公司与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20亿元

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投资建设东方雨虹通辽绿色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该项目分三期投资建

设，一期计划投资6亿元，主要建设硅砂加工节能环保墙体材料和环保建筑涂料生产线，项目2021年6月份

开工，2022年8月份投产；二期和三期项目分别投资6亿元、8亿元，建设内容在原有一、二期项目投资的生

产规模基础上增加产能，计划2024年6月份完成投资。 2021年5月10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新材料生产基地项

目的议案》，为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

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

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公司全资孙

公司东方雨虹砂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通辽东方雨虹砂粉科技有限公司，并以通辽东方雨虹砂粉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

资金投资不超过20亿元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投资建设东方雨虹通辽绿色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截至

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实施主体通辽东方雨虹砂粉科技有限公司已成立，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18、乌鲁木齐市高新区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2021年5月20日，公司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公

司拟投资10亿元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主要推进包括防水、节

能保温材料、民用建筑材料、特种砂浆、建筑涂料等的产品研发生产项目。该项目各期计划在土地交付后3

个月内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18个月左右陆续投产。 2021年6月1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议

案》，为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

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

新引擎，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

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东

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并以乌鲁木齐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

不超过10亿元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

目实施主体乌鲁木齐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成立，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19、张家港市大新镇东方雨虹张家港绿色建材智能生产基地项目

2021年5月27日，公司与张家港市大新镇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20

亿元在张家港市大新镇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张家港绿色建材智能生产基地项目， 推进包括但不限于防水、

节能保温材料、民用建筑材料、特种砂浆、粉料等的产品研发生产项目。 建设周期为公司竞拍取得地块之

日起3个月内取得施工许可证， 并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1个月内开始打桩建设，24个月左右陆续投产。

2021年7月2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张家港市大新镇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材智能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为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践

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

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

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张家港市大新镇

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张家港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并以张家港东方雨虹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20亿元在张家港市大新镇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张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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