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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健全公司经营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

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形成良好、均衡的薪酬考核体系，建立股东

与经营管理团队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机制，有助于公司未来发展

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为股东带来更为持久、丰厚的回报，广州市广百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百股份”、“本公司”或“公司”）制定了《广州市广百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为保证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175

号文）、《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171

号文）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特制订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一、考核目的 

制定本办法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公司激

励约束机制，对本次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进行客观、公平、公证地评价，保证股

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并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进而确保公司发

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二、考核原则 

考核评价必须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严格按照本办法和考核对象的

业绩进行评价，以实现股权激励计划与激励对象工作业绩、贡献紧密结合，从而

提高管理绩效，实现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考核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中层管理人员。预留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其他对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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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及业务发展有较大影响确需引入或提拔的管理人员，前述人员须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 

四、考核机构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考核工作，并负责对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激励对象进行考核，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对除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激励对象进行考核。 

五、绩效考评评价指标及标准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能否行权由公司、激励对象两个层面的考核结果共

同确定。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1、授予时的业绩考核条件 

以 2017年业绩为基数，2018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且不低于对标企业同期 50 分位增长率水平；2018

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6.3%，且不低于 2018 年对标企业 50 分位值；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不低于

95%；2018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 40%。 

2、行权时的业绩考核条件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分三期行权。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分年度

进行业绩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之一。 

本计划的行权日所在的会计年度，公司对每一行权期所对应的上一年度的财

务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之一。

业绩考核指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主营收入占比、

现金分红比例。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公司对各年度财务业绩考核目标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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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期安排 业绩考核指标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 

以2017年业绩为基数，2020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且不低于对标企业同期75

分位增长率水平；2020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7%，且不低于2020年对标

企业75分位值；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不低于95%；2020年度

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40%。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 

以2017年业绩为基数，2021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0%，且不低于对标企业同期75

分位增长率水平；2021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7.0%，且不低于2021年对标

企业75分位值；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不低于95%；2021年度

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40%。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 

以2017年业绩为基数，2022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同期75

分位增长率水平；2022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7.3%，且不低于2022年对标

企业75分位值；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不低于95%，2022年度

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40%。 

注：1、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净资产为再融资当年扣除再融资数额后的净资产值。 

2、由本计划产生的期权成本计入公司管理费用，并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如公司业绩

考核达不到上述条件，所有激励对象相对应的行权期所获授的期权由公司注销。 

3、同行业对标公司的选择 

公司基于业务可比性（主营业务相近）和范围广泛性（对标企业数量充分）

的双重考虑，本激励计划同行业对标企业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划分标准，选取公

司所处零售业的 A股上市公司共 39家。各家对标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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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企业性

质 
公司简介 

1 百联股份 600827.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国内一流的大型综合性商业股份制上市公司。

业态包括百货、标准超市、大卖场、便利店、购物

中心、品牌折扣店、专业专卖店等。 

2 重庆百货 600729.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重庆市最早的国有商业企业和唯一的商业上

市公司。公司已发展成为以百货、超市、电器三大

业态为主业，涉足酒店、食品、电子器材、劳保等

经营领域的一家大型区域性商业零售连锁企业。 

3 供销大集 000564.SZ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陕西省西安市一家以经营百货零售业为主的

大型商贸企业集团，为西北地区的商业龙头。 

4 大商股份 600694.SH 
民营企

业 

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零售业集团之一，业态包括百货、

超市、电器、地产、酒店等，构成了大商零售主业

的立体格局。 

5 王府井 600859.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百货业态的全国性连锁零售企

业。 

6 天虹股份 002419.SZ 
中央国

有企业 

公司是中外合资的连锁零售企业，现已形成实体店、

PC 网店、移动端的全渠道零售生活平台。 

7 鄂武商 A 000501.SZ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湖北省最大的综合性商业零售企业之一，业

态涵盖百货商场、大型购物中心、连锁超市等。 

8 步步高 002251.SZ 
民营企

业 

公司主要经营活动为超市、百货、电器等生活消费

品的销售。 

9 豫园股份 600655.SH 
民营企

业 

公司地处上海中心商业区，是一家集黄金珠宝、餐

饮、医药、工艺品、百货、食品、旅游、房地产、

金融和进出口贸易等产业为一体，多元化发展的国

内一流的综合性商业集团。 

10 中百集团 000759.SZ 
民营企

业 

公司是我国中西部地区连锁规模最大、商业网点最

多的大型现代化商业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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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企业性

质 
公司简介 

11 欧亚集团 600697.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吉林省的商业龙头企业，形成了以现代时尚

百货、现代摩尔生活馆、综超连锁为三大主力业态

的经营格局。 

12 银座股份 600858.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作为区域性商业零售龙头企业，在山东省内的

二三线城市稳步实施“百货＋大卖场”的扩张战略，

扩展各地门店，公司目前在山东济南、菏泽、潍坊

和东营等地已拥有多家百货门店。 

13 茂业商业 600828.SH 
民营企

业 

公司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商业企业集团之一，

业务涉及零售百货、地产开发、物业经营等领域。 

14 华联综超 600361.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为一家全国性扩张的超市连锁企业，主营大型

综合连锁超市和生鲜超市，在全国 19 个省市均拥有

店面。 

15 利群股份 601366.SH 
民营企

业 

公司是集百货零售连锁、商业物流配送、品牌代理

与运作、电子商务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大型商业集团。 

16 合肥百货 000417.SZ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安徽区域市场的零售龙头企业，目前的主营

业务为百货零售业、农产品交易市场两大类业务。 

17 首商股份 600723.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国内著名的大型商业零售企业，主要业态有

百货商场、购物中心、折扣店(奥特莱斯)和专业店。 

18 新华百货 600785.SH 
民营企

业 

公司是宁夏地区最大的商业连锁集团及最重要的商

贸流通企业，业态涉及百货、超市及电器连锁，各

业态近百余家店铺遍及宁夏全区。 

19 友阿股份 002277.SZ 
民营企

业 

公司是长沙市乃至湖南省最大的百货零售企业，旗

下百货商场在长沙的最长运营历史超过 30 年。 

20 新华都 002264.SZ 
民营企

业 

公司是福建省大卖场、综合超市以及百货连锁经营

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要从事大卖场、综合超市及百

货的连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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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企业性

质 
公司简介 

21 红旗连锁 002697.SZ 
民营企

业 

公司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具规模的以连锁经营、物流

配送、电子商务为一体的商业连锁企业。 

22 文峰股份 601010.SH 
民营企

业 

公司是南通市最大的零售企业，也是江苏省领先的

零售企业之一，主要从事百货、超市、电器销售专

业店的连锁经营业务。 

23 杭州解百 600814.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浙江省一家历史悠久、颇具规模的商业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为百货零售。 

24 翠微股份 603123.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目前拥有翠微百货、当代商城、甘家口百货三

大商业品牌、八家大型百货商场，集百货、超市、

餐饮、休闲娱乐等都市品质生活服务于一体，以零

售服务为主业，致力于发展规模化、多元化、集约

化的现代零售企业集团。 

25 通程控股 000419.SZ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湖南省销售规模最大、经营效益最好的商业

企业。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以现代商贸、旅游酒店

和综合投资为主的产业格局的综合性上市公司，业

态涵盖现代购物中心、电器连锁、世界名品专业店、

生活超市等。 

26 武汉中商 000785.SZ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一家以商贸零售业为主业，同时涉足房地产、

电子商务、进出口贸易等产业的国有控股大型商业

上市公司。 

27 汇嘉时代 603101.SH 
民营企

业 

公司是新疆一家集百货、超市为一体的大型股份制

商业零售企业，经营网点遍布全疆各地。通 

28 新世界 600628.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座落于上海市全国著名的南京路步行街上的

一家集现代百货、旅游休闲和娱乐综合消费相融一

体的购物中心。 

29 国芳集团 601086.SH 
民营企

业 

公司从事以百货业为主，超市、电器为辅的连锁零

售业务，目前为甘肃省内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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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企业性

质 
公司简介 

30 中兴商业 000715.SZ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沈阳合资兴建的大

型商业零售企业，主要经营商业零售，兼营宾馆及

餐饮业务。 

31 南宁百货 600712.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最繁华的商业

中心区，是广西规模最大的商业零售企业，以经营

百货为主，在南宁、玉林、贵港等地开设了多家百

货类直营门店，涉及主题百货、家电、超市三个业

态。 

32 徐家汇 002561.SZ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是上海地区销售规模最大的百货零售企业之

一，在徐家汇商圈的市场份额处于领先位置。 

33 益民集团 600824.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目前已发展为专业特色连锁商业、房地产业、

酒店业等重点突出、优势明显、相互促进的多种经

营。 

34 大连友谊 000679.SZ 
民营企

业 

公司是以零售百货、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为主业，

以其他策略性投资为补充的大型综合性商贸企业集

团。 

35 安德利 603031.SH 
民营企

业 

公司是安徽省著名商业企业，公司主营业务是主要

业务是国内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市场的百货零售，

零售主营业态有购物中心、超市和专业店。 

36 兰州民百 600738.SH 
民营企

业 

公司是甘肃省最大的商业流通企业，也是全国百家

大型商业零售企业之一。公司经营业务以兰州核心

商圈的百货零售、餐饮酒店和南京地区的专业市场

管理为主。 

37 汉商集团 600774.SH 
地方国

有企业 

公司及子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零售、会展、商

业地产，零售主营业态有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和专

业店。 

38 宁波中百 600857.SH 民营企 公司从事商业零售业务，经营模式以联营模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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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企业性

质 
公司简介 

业 

39 百大集团 600865.SH 
民营企

业 

公司是一家集百货业、酒店业、旅游业等为一体的

综合性集团公司。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可根据市场环境相关因素向公司董事会提交

对标企业名单的调整方案，调整方案需说明调整行业分类或对标企业样本的原因、 

依据及调整情况。调整的触发条件包括但不仅限于： 

①对标企业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与公司的产品和业务不具有相关性； 

②对标企业所属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发生变化； 

③对标企业发生并购重组，且并购重组完成后的下一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300%或高于+300%； 

④对标企业发生并购重组或重大资产处置，且并购重组或重大资产处置完成

后的下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增减幅低于-100%或

高于+100%； 

⑤对标企业样本连续三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复合增长率均值低于-300%或高于+300%的，处于异常状态； 

⑥对标企业样本在业绩考核任一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500%或高于+500%的，处于异常状态； 

⑦其他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有充分理由认为需要调整对标企业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议调整行业分类或对标企业方案时，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就

行业分类或对标企业样本调整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

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调整方案需报广东省国资委备

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律师事务所应当就调整事项是否符合本办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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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1、考核方法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分年进行考核。激励对象在考核期内发生岗位变化的，考核

关系跟随岗位变化而调整。评定结果需要综合变动前后的评定情况。 

2、考核结果和应用 

根据《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考核等级为优秀、良好及合格的激励对象可按照各等级对应的行权比例部

分或全部对该行权期内所获授的股票期权行使权益。具体对应的考核等级及依据

考核结果可行权比例如下： 

考核等级 考核结果定义 可行权比例 

优秀 超额完成任务，工作超出期望，有突出业绩  100% 

良好 较好完成任务，部分工作超出期望，业绩正常  100% 

合格 完成本职任务，业绩正常  70% 

不合格 部分工作未完成，业绩有较大改进空间  0% 

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则公司将按照本计划的规定，

取消该激励对象期权的当期行权额度，期权由公司注销。 

六、考核期间与次数 

（一）考核期间 

激励对象获授或股票期权行权的前一会计年度。 

（二）考核次数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年度每年度一次。 

七、考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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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力资源部在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指导下，组织公司考核激励小

组等相关部门及人员负责具体的考核工作，考核内容依据本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司

层面及个人层面的考核要求。 

考核办法参照公司现行的考评制度，由被考核对象的直接上级及相关人员进

行评分，公司人力资源部保存考核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绩效考核报告上交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结果作最终

评定，并根据考核报告确定被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及数量。 

八、考核结果管理 

（一）考核结果反馈与申诉 

考核对象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员工直接主管应在考核工作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考核结果通知被考核对象。 

如果考核对象对自己的考核结果有异议，可与人力资源部沟通解决。如无法

沟通解决，被考核对象可向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申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需在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确定最终考核结果或等级。 

（二）考核结果归档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须保留绩效考核所有考核记录，公司各职能部门记

录并保留与其相关的考核结果信息，保存期限至少为十年，对于超过保存期限的

文件与记录，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统一销毁。考核结果作为保密资料归档保存。 

九、附则 

（一）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制订、解释及修订。 

（二）本办法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自股权激励计划生效后实施。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