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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2019-050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意见及激励对象岗位变化，天津天药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药股份”）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了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公司 2019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已经披露的《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并形成《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激励计划主要修订内容 

1、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数量 

修订前： 

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共 1,084

万股公司股票。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084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9928%；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0 万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额度 

（万股） 

占授予总量比例

（%） 

占总股本比

例（%） 

1 张杰 代理董事长、总经理 16 1.4760% 0.0147% 

2 李静 董事 16 1.4760% 0.0147% 

3 袁跃华 董事 16 1.4760% 0.0147% 

4 任石岩 董事、财务总监 12 1.1070% 0.0110% 

5 姚克挺 董事、副总经理 12 1.1070% 0.0110% 

6 王立峰 董事、副总经理 12 1.1070% 0.0110% 

7 刘浩 副总经理 12 1.1070% 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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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武胜 副总经理 12 1.1070% 0.0110% 

9 王淑丽 总工程师 12 1.1070% 0.0110% 

10 王春丽 董事会秘书 12 1.1070% 0.0110% 

核心技术人员、经营和管理骨干 

（合计155人） 
952 87.8229% 0.8719% 

合计 1,084 100% 0.9928% 

修订后： 

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共 1,044

万股公司股票。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044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9561%；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0 万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额度 

（万股） 

占授予总量比例

（%） 

占总股本比

例（%） 

1 张杰 董事长 16 1.5326% 0.0147% 

2 李静 董事 16 1.5326% 0.0147% 

3 袁跃华 董事 16 1.5326% 0.0147% 

4 郑秀春 财务总监 12 1.1494% 0.0110% 

5 姚克挺 董事、副总经理 12 1.1494% 0.0110% 

6 王立峰 董事、副总经理 12 1.1494% 0.0110% 

7 武胜 副总经理 12 1.1494% 0.0110% 

8 王淑丽 总工程师 12 1.1494% 0.0110% 

9 王春丽 董事会秘书 12 1.1494% 0.0110% 

核心技术人员、经营和管理骨干 

（合计152人） 
924 88.5057% 0.8462% 

合计 1,044 100% 0.9561% 

修订原因：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郑秀春女士被聘

任为公司财务总监。原激励对象任石岩、刘浩、王欣因工作变动调整原因，陈建

柱因退休原因，不再具备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经公司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将上述人员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去除。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中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2、激励计划的解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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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三）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锁期的 3 个会计年度

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6%，净资产

收益率不低于5.34%，且上述指标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

分位值；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第二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净资产

收益率不低于5.55%，且上述指标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

分位值；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第三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6%，净资产

收益率不低于5.75%，且上述指标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

分位值；2023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上述各年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

标计算均以激励成本摊销前并扣除投资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加权

平均净资产作为计算依据。 

在股权激励有效期内，若公司当年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行为，新增

加的净资产可不计入当年以及未来年度净资产增加额的计算。 

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若解锁条件

未达成，则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

注销。 

注：根据国资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股权时的业绩目

标水平及激励对象行使权利时的业绩目标水平应对照同行业平均业绩（或对标企

业业绩）水平。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天药股份属于“C27 医药制造

业”，公司对标企业选取与天药股份主营业务较为相似的，且综合实力、收入规

模、发展趋势等方面相近的 A 股上市公司，同时考虑经营结构稳定性和经营规

模可比性等，剔除了变动幅度异常样本后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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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同行业或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

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战略、市场环境等相关因素，对上述业绩指标和水

平进行调整和修改，但相应调整和修改需报具有审批权限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备案。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分年进行考核，根据个人的绩效考评评价指标确定

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良好（A）、合格（B）、不合格（C）三个

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考核评价表 

考核结果 良好（A） 合格（B） 不合格（C） 

标准系数 1.0 0.8 0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结果在合格及以上才具备限制性股票当年度的解除

限售资格，个人当年实际解锁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锁额度。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B），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规定，对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当期未解锁额度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

注销。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C），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当期解锁额度，由公司以授予

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修订后： 

（三）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锁期的 3 个会计年度

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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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6%，净资产

收益率不低于5.34%，且上述指标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

分位值；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第二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净资产

收益率不低于5.55%，且上述指标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

分位值；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第三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6%，净资产

收益率不低于5.75%，且上述指标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

分位值；2023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上述各年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计

算均以激励成本摊销前并扣除投资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加权平均

净资产作为计算依据。 

在股权激励有效期内，若公司当年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行为，新增

加的净资产可不计入当年以及未来年度净资产增加额的计算。 

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若解锁条件

未达成，则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

注销。 

注：根据国资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股权时的业绩目

标水平及激励对象行使权利时的业绩目标水平应对照同行业平均业绩（或对标企

业业绩）水平。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分年进行考核，根据个人的绩效考评评价指标

确定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良好（A）、合格（B）、不合格（C）

三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考核评价表 

考核结果 良好（A） 合格（B） 不合格（C） 

标准系数 1.0 0.8 0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结果在合格及以上才具备限制性股票当年度的解除



6 

 

限售资格，个人当年实际解锁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锁额度。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B），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规定，对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当期未解锁额度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

注销。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C），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当期解锁额度，由公司以授予

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四）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对标企业选取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天药股份属于“C27 医药制造业”，选取与公

司主营业务较为相似，且综合实力、收入规模、发展趋势等方面相近的 A 股上

市公司作为对标样本；同时考虑经营结构稳定性和经营规模可比性等因素，剔除

变动幅度异常样本后选取出 18 家对标企业。具体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1 002332.SZ 仙琚制药 
主要从事甾体原料药和

制剂的研制、生产与销售 

皮质激素类药物（含原料药及制

剂）、性激素类药物（妇科及计

生用药）、麻醉与肌松类药物 

2 002550.SZ 千红制药 
主要从事药品、诊断检测

试剂的生产和销售 

活性酶、多糖类和诊断试剂类产

品 

3 600851.SH 海欣股份 

控股子公司西安海欣制

药有限公司、江西赣南海

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从

事医药产品的制造和销

售 

维生素 D2 注射液、口腔溃疡含

片 

4 300254.SZ 仟源医药 

主要从事医药、保健食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医

疗健康服务及商业业务 

抗感染药、泌尿系统药、抗过敏

药、呼吸系统药、心脑血管药、

儿童用药、孕妇保健品 

5 300006.SZ 莱美药业 

主要从事生产、销售（限

本企业自产）粉针剂、片

剂、大容量注射剂、小容

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

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

药、含激素类）、胶囊剂 

抗感染类药物、抗肿瘤药、消化

系统药、肠外营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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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00153.SZ 丰原药业 

主要业务包括医药制造

和商业流通，其中医药制

造涉及生物药、化学药及

中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解热镇痛类、妇儿类、神经系统

类、心血管类、泌尿系统类、营

养类、抗生素等药物 

7 603538.SH 美诺华 

主要从事特色原料药、医

药中间体、制剂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 

心血管类、中枢精神类药物 

8 600080.SH 金花股份 
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 

骨科类、免疫类、儿童类和普药

类等四个系列 

9 300110.SZ 华仁药业 

主要从事非 PVC 软袋大

容量制剂及原料药、配套

医药包材、医疗器械等产

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基础性输液、治疗性输液、腹膜

透析液 

10 000908.SZ 景峰医药 

主要从事化学药、生物药

以及中成药的研发、制造

与销售业务 

心血管类、抗肿瘤类、骨伤科疾

病类、妇儿类、消化系统类、抗

感染类药物 

11 002411.SZ 延安必康 

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

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中成药、化学药、

健康产品、健康饮品生产

和销售 

消化系统用药、泌尿系统用药、

儿科用药、补益类、风湿骨病用

药、清热解毒及上呼吸道用药、

补铁剂 

12 002900.SZ 哈三联 

主要从事小容量注射剂、

冻干粉针剂、固体制剂、

非 PVC 软袋大输液、塑

瓶大输液、玻瓶大输液、

原料药、医疗器械及化妆

品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神经系统类、心脑血管类、全身

抗感染类、肌肉骨骼类、营养性

输液、体液平衡性输液等产品 

13 300233.SZ 金城医药 

主要从事头孢粉针制剂、

头孢侧链中间体、特色原

料药、妇儿科终端制剂等

相关药品的生产、研发与

销售 

头孢侧链中间体、注射用粉针制

剂 

14 300267.SZ 尔康制药 

主营业务集中在药用辅

料、成品药、原料药三大

领域 

药用蔗糖系列、淀粉及淀粉囊系

列、药用氢氧化钠、心脑血管类

辅料、注射用磺苄西林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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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00108.SZ 吉药控股 

主要业务以医药大健康

产业为核心，形成医药工

业、医药商业（含药品零

售）、医药研发、医疗医

养、医药产业投资等医药

大健康产业集团企业，其

中医药工业主要以生产

中西成药、生物制药、健

康食品等 

呼吸系统类、消化系统类、内分

泌系统类、泌尿系统类、肿瘤类、

妇科疾病类、风湿骨病类等药物 

16 300255.SZ 常山药业 

主要从事肝素原料药和

肝素制剂药品研发、生产

和销售 

肝素钠原料药、肝素钠注射液、

依诺肝素钠原料药、依诺肝素钠

注射液、达肝素钠原料药、达肝

素钠注射液、低分子量肝素钙原

料药和低分子量肝素钙注射液 

17 000766.SZ 通化金马 
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 

抗肿瘤、微生物、消化系统、骨

骼肌肉系统、妇科系统、神经系

统等产品 

18 300381.SZ 溢多利 

主要从事甾体激素类原

料药产品及生物酶制剂

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呼吸和免疫系统用药原料药产

品、生殖保健系统用药原料药产

品、饲料用酶产品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

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战略、市场环境等相关因素，对上述业绩指标和水

平进行调整和修改，但相应调整和修改需报具有审批权限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备案。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中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3、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修订前：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084 万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由

公司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锁定期，在相应的年度内按解除限售比例进行

分期确认，同时增加资本公积。假定授予日为 2020 年 7 月，据测算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以公司董事会当日 2019 年 8

月 26 日为计算的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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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份额

（万股） 

总成本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1,084 1,994.56 373.98 747.96 548.50 249.32 74.80 

修订后：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044 万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由

公司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锁定期，在相应的年度内按解除限售比例进行

分期确认，同时增加资本公积。假定授予日为 2020 年 7 月，据测算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假设授予日股价为 4.19 元/股）： 

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份额

（万股） 

总成本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1,044 1,920.96 360.18 720.36 528.26 240.12 72.04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中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4、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激励计划的调整 

修订前： 

（一）职务变更 

1、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职级未发生变化，且仍在公司内任职的，或

者被委派到下属子公司任职的，或者属于董事会认为合适的其他情形，则已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2、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而发生降职、降级

情形，但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的，经董事会批准，对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可以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3、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执业道德、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泄露公司机

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经董事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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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以要求激励对象返还其因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且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回购后注销。 

4、若激励对象成为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或法律规定不能持有公司股票人员，

经董事会批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二）离职 

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辞职的，已解锁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公司

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因公司裁员离职或工作调整被调离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已解锁限制性股票不

作处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三）丧失劳动能力，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

丧失劳动能力前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同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

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非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四）退休 

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五）死亡 

激励对象死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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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 

（一）职务变更 

1、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职级未发生变化，且仍在公司内任职的，或

者被委派到下属子公司任职的，或者属于董事会认为合适的其他情形，则已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2、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而发生降职、降级

情形，但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的，经董事会批准，对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可以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3、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执业道德、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泄露公司机

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经董事会批准，

公司可以要求激励对象返还其因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且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回购后注销。 

4、若激励对象成为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或法律规定不能持有公司股票人员，

经董事会批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二）离职 

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辞职的，已解锁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公司

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因公司裁员离职或工作调整被调离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已解锁限制性股票不

作处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三）丧失劳动能力，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

丧失劳动能力前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同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

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非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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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四）退休 

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

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五）死亡 

激励对象死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中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