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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2日，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除限售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

（二）满足解除限售条件情况的说明

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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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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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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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1）2020年公司净利润不低于19.13亿元

（1） 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

091,374,862.33元，高于19.13亿元，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2020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长幅度应低于当年营业收入增速。

（2）2020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21,730,373,038.52元，较2019年度增加19.70%。

2020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6,101,484,706.08元，较2019年末增加8.26%。 因

此，2020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长幅度低于当年营业收入增速，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注：（1）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考核年度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重叠，因此，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

应的考核目标保持一致。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1）2020年度，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共计1,458名激励对象

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合计解除限售860.6666万股。

同时，前述1,458名激励对象中，有22名激励对象因2021年离职，其所获授的剩

余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38.5875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前述1,

458名激励对象中， 有1名激励对象牟伟目前持有全部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共计

0.7500万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0.1875万股，牟伟因个人原因，其所持有

的全部第三期限制性股票于2020年7月13日被司法冻结，并于2021年8月10日被

司法划转至公司非关联第三方自然人詹琴敏，因此公司将为持有股权激励限售

股的股东詹琴敏办理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共计0.1875万股的解除限售手续。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额度与其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相关，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个人

层面绩效考核要求如下：

（2）激励对象中有140人因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第一次计划

解除限售部分中的对应部分36.7732万股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除此

之外， 其对应第一次计划解除限售的剩余部分共计56.8341万股可解除限售；同

时，前述140人中有5人因2021年离职，其所获授但剩余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共计8.6617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1）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3）激励对象中有108人因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离职及不能胜任岗

位工作导致职务变更的原因，其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

票共计73.7184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1)职能岗位序列激励对象考核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按照其考核年度内月度绩效考

核结果确定。激励对象考核年度连续12个月绩效考核达标，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

效考核达标， 其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为当年计划可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额度；激励对象考核年度内部分月份绩效考核达标，视为考核年度个人

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 其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为计划可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额度中考核达标月份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2） 业务岗位序列激励对象考核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按照考核年度业绩目标完成

比例确定。 激励对象考核年度完成全部当年业绩目标（不含税），视为考核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达标， 其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为当年计划可解除

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激励对象考核年度完成部分当年业绩目标（不含税），视

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 其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

为计划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中业绩目标（不含税）完成部分对应比例的

限制性股票。

（2）激励对象出现其他情形的处理

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1）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不得

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在非考核年度离职，其对应未来尚未考核年度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其在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按（1）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执行。

3） 激励对象出现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 考核不合格等原因而导致职务变更情

形， 其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剩余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回购注

销。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且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无差异。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董事会同意办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事宜。

三、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姓名 职务

激励对象目前持有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第一次计划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第一次实际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剩余限制性股票数

量

实际解除限售股份

占第三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总

量的比例

张蓓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8.75 4.6875 4.6875 14.0625 0.11%

中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共计1,597人）

3,798.33 949.5864 912.8132 2,801.49 22.24%

合计（1,598人） 3,817.08 954.2739 917.5007 2,815.56 22.35%

注1：上表中相关限制性股票数量已包括因实施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

5股后由对应限制性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份。

注2：截至目前，公司共有1,706名激励对象持有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共计3,

961.6537万股。上表中未包括108名因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离职及不能胜任岗位工作导致职务

变更的原因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 其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73.7184万股

公司将按照《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予以回购注销，其中对应第一次计划解除限售部分为

36.1434万股全部不得解除限售；除去前述108名因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离职及不能胜任岗位

工作导致职务变更的原因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外， 其余1,598名激励对象如上表所示持有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817.0803万股，对应第一次计划解除限售部分共计954.2739万股。

同时，上表中有140名激励对象因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第一次计划解除限售部分

中的对应部分36.7732万股不予解除限售；上表中有27名激励对象因2021年离职，其所获授的剩余尚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47.2492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因此，前述共计84.0224万股将由公司按照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予以回购注销。

综上，本次共1,598名激励对象可以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手续，实际解除限售股数为917.5007万

股。

注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持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其买卖股份应遵守深

交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的核实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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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情况、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解除限售数量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且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除限

售条件已达成，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次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五、独立董事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

售条件是否达成等事项进行了审查和监督，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核查，公司的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

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的要求，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安排、解除限售等事项未违反《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

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达成，激励对象

符合解除限售资格条件，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其作

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基于上述理由,同意按照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1,598名激励对象安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共计解除限售股份917.5007万股。

六、监事会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

认为：公司1,598名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手续。

七、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就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项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解除限售满

足《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中规定

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申请办理相关解除限售手续。

八、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4、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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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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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购价格

并回购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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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雨虹” ） 于2021年10月26日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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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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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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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该激励计划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6,504.40万股东方雨虹股票， 占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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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该计划授予总量的90.00%，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

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05%；预留650.40万股，占授予数量的10.00%，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

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0.78%。 该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1112人，首次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8.24元/股。

2、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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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后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6,500万股东方

雨虹股票， 占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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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该计划授予总量的98.68%， 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

7.72%；预留85.9万股，占该计划授予总量的1.32%，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

股的0.10%。 修订后的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由1112人调整为1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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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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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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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激励对象中部分人员离职或个人原因合计33人放弃此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4.5万股，公司董事

会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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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人调整为1230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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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认为第二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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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中， 有3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 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共放弃37万股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已完成了对

1197名激励对象共计6,312.6万股的授予，占公司当时总股本830,693,439股的7.6%，首次授予部分的限

制性股票已于2016年9月30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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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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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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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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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购注销， 共有21名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19万

股已于2017年7月12日完成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312.6万股调减为6，

193.6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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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公司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7年7月17日， 向30名激励对象授予85.9万

股限制性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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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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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81,863,21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499980元人民币现金 （含

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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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279万股调整为10,674.2415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193.6万股调整为10,529.0623万股，预留部分已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5.4万股调整为145.1792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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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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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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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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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18年11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同时，根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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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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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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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购注销；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董事会依据

公司2016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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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进行回购注销。 共有705.0437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12月17日完成回购注销，其中，涉及

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688.0438万股，涉及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16.9999万股。 综上，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674.2415万股调整为7,652.1363万股，其

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529.0623万股调整为7,523.9570万股， 预留部分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5.1792万股调整为128.1793万股。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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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19年9月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7,652.1363万股调整为7,623.0450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仍

为7,523.9570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28.1793万股调整为99.0880万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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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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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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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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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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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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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购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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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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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购注

销。 共有817.6638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9年11月20日完成回购注销，其中，涉及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

性股票为793.0353万股（包含因司法冻结事宜，激励对象宋华杰女士持有的应于2018年由公司回购注销

但尚未办理回购注销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0.425万股），涉及预留部分的限制

性股票为24.6285万股。 综上，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

623.0450万股调整为4,751.417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523.9570万股调

整为4,676.9575万股， 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99.0880万股调整为74.4595万

股。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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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

票已于2020年9月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4,751.4170万股调整为4,726.724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

整，仍为4,676.9575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4.4595万股调整为49.7670

万股。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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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0年9月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726.7245万股调整为2,653.608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4,676.9575万股调整为2,603.8415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不做调整，仍为49.7670万股。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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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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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10月

22日实施完毕，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

653.6085万股实际调整为3,980.4132万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2,603.8415万股实际调整为3,905.7629万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9.7670万股实际调整为74.6503万股 （前述因实施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实

际调整后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应调整的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如不相等，系公司在实施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5股时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循环进位的方式进行送转股

数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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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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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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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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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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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646万股回购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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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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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2万股回购注销， 上述共计

551.2558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0年12月24日完成回购注销。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980.4132万股调整为3,429.1574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3,905.7629万股调整为3,354.6983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74.6503万股调整为74.4591万股。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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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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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9月1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综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429.1574万股调整为3,393.2028万股，其中首次授

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仍为3,354.6983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74.4591万股调整为38.5045万股。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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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9月1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393.2028万股调整为

272.9004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354.6983万股调整为234.3959万股，预

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仍为38.5045万股。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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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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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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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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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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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回购数量、

回购价格

（一）回购原因及回购数量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八节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九节 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及《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相关规定，激

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与其

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相关，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要求如下：

1、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1）职能岗位序列激励对象考核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按照其考核年度内月度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激励

对象考核年度连续12个月绩效考核达标，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额度为当年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激励对象考核年度内部分月份绩效考核达标，视为考核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为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中考核达标

月份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2）业务岗位序列激励对象考核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按照考核年度业绩目标完成比例确定。 激励对象

考核年度完成全部当年业绩目标（不含税），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额度为当年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激励对象考核年度完成部分当年业绩目标（不含税），视为

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为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中

业绩目标（不含税）完成部分对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

2、激励对象出现其他情形的处理

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1）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在非考核年度离职，其对应未来尚未考核年度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

锁，由公司回购注销，其在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按第1条“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执行。

（3）激励对象出现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考核不合格等原因而导致职务变更情形，其所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剩余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依据上述规定，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张晋、贾广志、郑洪斌等189

人因2020年度离职、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原因，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共计234.3959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占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总数的1.4367%，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929%。其中贾广志、郑洪斌、张庆生等29人因2020年

度离职，其所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共计53.8672万股由公司回购注

销；张玉清、李晓亮、安少华等96人因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第四次计划解锁的首次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中共计81.3987万股不予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张晋、胡广春、王心来等64人因2020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其第四次计划解锁的全部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99.1300万股不予解锁，由

公司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将前述共计234.3959万股予以回购注

销。

（二）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第九节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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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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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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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东方雨虹

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

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31日。

鉴于以上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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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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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如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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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按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将向189名激励对象支付对应购股资金的同

期利息，利率按年化6%计算。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777.82万元

（其中565.76万元为对应的购股资金，212.06万元为同期利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

金。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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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股本结构变动情

况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52,356.1412万股变更为252,121.7453万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

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78,124,032 22.91 -2,343,959 575,780,073 22.84

高管锁定股 535,778,491 21.23 0 535,778,491 21.25

股权激励限售股 42,345,541 1.68 -2,343,959 40,001,582 1.5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45,437,380 77.09 0 1,945,437,380 77.16

三、股份总数 2,523,561,412 100.00 -2,343,959 2,521,217,453 100.00

注：本次回购完成后股本结构实际变动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对已不符合条件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 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

234.3959万股，回购所用资金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

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依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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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购价格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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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此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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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购价格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

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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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

同时，公司此次回购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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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股票符合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原因、数

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且流程合规。 此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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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继续实施，不影

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按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相关程序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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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购价格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

规。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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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决定将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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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959万股回购注销， 符合公司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

票合法、有效。

七、律师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事项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制度、《公司章程》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本

次回购价格调整的依据和方式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及相关配套制度、《公司章

程》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依据、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制度、《公司章程》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

定办理回购注销股份公告手续、减资的相关手续。

八、其他事项

根据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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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事宜，包括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会实施本次回购注

销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合法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授权，办理上述回购注销各项必须事宜。

九、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4、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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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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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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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购价格并回

购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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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雨虹” ） 于2021年10月26日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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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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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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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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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该激励计划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6,504.40万股东方雨虹股票， 占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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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该计划授予总量的90.00%，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

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05%；预留650.40万股，占授予数量的10.00%，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

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0.78%。 该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1112人，首次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8.24元/股。

2、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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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后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6,500万股东方

雨虹股票， 占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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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该计划授予总量的98.68%， 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

7.72%；预留85.9万股，占该计划授予总量的1.32%，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

股的0.10%。 修订后的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由1112人调整为1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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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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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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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激励对象中部分人员离职或个人原因合计33人放弃此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4.5万股，公司董事

会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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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人调整为1230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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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认为第二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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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中， 有3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 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共放弃37万股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已完成了对

1197名激励对象共计6,312.6万股的授予，占公司当时总股本830,693,439股的7.6%，首次授予部分的限

制性股票已于2016年9月30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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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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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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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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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购注销， 共有21名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19万

股已于2017年7月12日完成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312.6万股调减为6，

193.6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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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公司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7年7月17日， 向30名激励对象授予85.9万

股限制性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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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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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81,863,21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499980元人民币现金 （含

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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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279万股调整为10,674.2415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193.6万股调整为10,529.0623万股，预留部分已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5.4万股调整为145.1792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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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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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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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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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18年11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同时，根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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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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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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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购注销；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董事会依据

公司2016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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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进行回购注销。 共有705.0437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12月17日完成回购注销，其中，涉及

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688.0438万股，涉及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16.9999万股。 综上，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674.2415万股调整为7,652.1363万股，其

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529.0623万股调整为7,523.9570万股， 预留部分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5.1792万股调整为128.1793万股。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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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19年9月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7,652.1363万股调整为7,623.0450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仍

为7,523.9570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28.1793万股调整为99.0880万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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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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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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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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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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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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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购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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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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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购注

销。 共有817.6638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9年11月20日完成回购注销，其中，涉及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

性股票为793.0353万股（包含因司法冻结事宜，激励对象宋华杰女士持有的应于2018年由公司回购注销

但尚未办理回购注销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0.425万股），涉及预留部分的限制

性股票为24.6285万股。 综上，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

623.0450万股调整为4,751.417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523.9570万股调

整为4,676.9575万股， 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99.0880万股调整为74.4595万

股。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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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

票已于2020年9月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4,751.4170万股调整为4,726.724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

整，仍为4,676.9575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4.4595万股调整为49.7670

万股。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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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0年9月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726.7245万股调整为2,653.608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4,676.9575万股调整为2,603.8415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不做调整，仍为49.7670万股。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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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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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10月

22日实施完毕，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

653.6085万股实际调整为3,980.4132万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2,603.8415万股实际调整为3,905.7629万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9.7670万股实际调整为74.6503万股 （前述因实施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实

际调整后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应调整的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如不相等，系公司在实施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5股时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循环进位的方式进行送转股

数造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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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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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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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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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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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646万股回购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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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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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2万股回购注销， 上述共计

551.2558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0年12月24日完成回购注销。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980.4132万股调整为3,429.1574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3,905.7629万股调整为3,354.6983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74.6503万股调整为74.4591万股。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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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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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9月1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综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429.1574万股调整为3,393.2028万股，其中首次授

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仍为3,354.6983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74.4591万股调整为38.5045万股。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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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9月1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393.2028万股调整为

272.9004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354.6983万股调整为234.3959万股，预

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仍为38.5045万股。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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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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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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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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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回购数量、回购

价格

（一）回购原因及回购数量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八节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九节 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及《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相关规定，激

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与其

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相关，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要求如下：

1、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1）职能岗位序列激励对象考核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按照其考核年度内月度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激励

对象考核年度连续12个月绩效考核达标，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额度为当年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激励对象考核年度内部分月份绩效考核达标，视为考核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为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中考核达标

月份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2）业务岗位序列激励对象考核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按照考核年度业绩目标完成比例确定。 激励对象

考核年度完成全部当年业绩目标（不含税），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额度为当年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激励对象考核年度完成部分当年业绩目标（不含税），视为

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为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中

业绩目标（不含税）完成部分对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

2、激励对象出现其他情形的处理

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1）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在非考核年度离职，其对应未来尚未考核年度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

锁，由公司回购注销，其在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按第1条“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执行。

（3）激励对象出现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考核不合格等原因而导致职务变更情形，其所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剩余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依据上述规定，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陈启灶、王金龙因2020年度个人

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共计1.2750万股由公

司回购注销， 占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0.0078%，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0005%。

（二）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九节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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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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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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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东方雨虹

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

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31日。

鉴于以上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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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对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如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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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按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将向2名激励对象支付对应购股资金的同期

利息，利率按年化6%计算。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10.39万元（其中8.19

万元为对应的购股资金，2.20万元为同期利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52,356.1412万股变更为252,354.8662万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

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78,124,032 22.91 -12,750 578,111,282 29.91

高管锁定股 535,778,491 21.23 0 535,778,491 21.23

股权激励限售股 42,345,541 1.68 -12,750 42,332,791 1.6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45,437,380 77.09 0 1,945,437,380 77.09

三、股份总数 2,523,561,412 100.00 -12,750 2,523,548,662 100.00

注：本次回购完成后股本结构实际变动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对已不符合条件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且回购所

用资金较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

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依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对公司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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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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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此次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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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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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

同时，公司此次回购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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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符合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

价格合法、合规，且流程合规。 此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

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按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相关程序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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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部分激励

对象因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决定对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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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公司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七、律师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事项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制度、《公司章程》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本

次回购价格调整的依据和方式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及相关配套制度、《公司章

程》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依据、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制度、《公司章程》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

定办理回购注销股份公告手续、减资的相关手续。

八、其他事项

根据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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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事宜，包括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会实施本次回购注

销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合法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授权，办理上述回购注销各项必须事宜。

九、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4、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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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首次

授予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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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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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回购注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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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雨虹” ） 于2021年10月26日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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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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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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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B223版)

（上接B22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