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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股票代码：600690       编号：临 2021-052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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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 股、H 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均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在海尔生

态品牌中心大楼中 303A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均由董事长

梁海山召集和主持。A 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应到会持有人 1,599 人，实际到

会持有人 1,599 人，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70,800 万份，占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

100.00%；H 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应到会持有人 35 人，实际到会持有人 33

人，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8,700 万份，占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 96.67%。会议符

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情况如下： 

一、A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经与会持有人讨论并投票表决，就本期持股计划相关事宜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管理委员会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0,80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

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全体持有人知悉并了解《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2025 年）（草案）》（以下简称“《A 股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自愿参与员

工持股计划，知悉并了解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并同意盈亏自负，自愿承担

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自愿遵守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 

根据《A 股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设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员

工持股计划（2021 年）管理委员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股计

划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管理方行使股东权利。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由四名委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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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0,80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

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

数的 0%；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确认梁海山、宫伟、明国珍、宋尚义为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员工持股

计划（2021 年）管理委员会委员。 

上述委员共同选举梁海山担任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员工持股计划

（2021 年）管理委员会主任。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

相关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0,80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授权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管理委员会委员办

理与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以下事宜：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授权管理方行使股东权利； 

（4）依据员工持股计划审查确定参与人员的资格、范围、人数、额度； 

（5）制定及修订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6）根据公司的考核结果决定持有人权益（份额）； 

（7）负责与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机构的对接工作； 

（8）办理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票的锁定、解禁、归属等全部事宜； 

（9）员工持股计划的融资方式、金额以及其他与员工持股计划融资相关的事

项； 

（10）行使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职责，可将其资产管理职责授予第三方管

理，包括但不限于在锁定期届满后售出公司股票进行变现，将员工持股计划的现

金资产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理财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等现金管理工具； 

（11）制订、执行当期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

可转债券等再融资事宜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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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授权管委会主任在当期员工持股计划清算分配完毕前具体行使当期员

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的股东权利； 

（13）决定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的分配； 

（14）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2021年）管理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0,80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

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

总数的 0%；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 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管理办法》的相

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该管理办法全文。 

 

（二）H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经与会持有人讨论并投票表决，就本期持股计划相关事宜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年）

管理委员会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8,70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

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全体持有人知悉并了解《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 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2025 年）（草案）》（以下简称“《H 股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自愿参与员

工持股计划，知悉并了解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并同意盈亏自负，自愿承担

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自愿遵守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 

根据《H 股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设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 股员

工持股计划（2021 年）管理委员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股计

划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管理方行使股东权利。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

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由四名委员组成。 

2.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年）

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8,70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

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确认梁海山、宫伟、明国珍、宋尚义为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 股员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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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2021 年）管理委员会委员。 

上述委员共同选举梁海山担任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 股员工持股计划

（2021 年）管理委员会主任。 

3.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年）

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1年）相关

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8,70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

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授权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 股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管理委员会委员办

理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以下事宜：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授权管理方行使股东权利； 

（4）依据员工持股计划审查确定参与人员的资格、范围、人数、额度； 

（5）制定及修订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6）根据公司的考核结果决定持有人权益（份额）； 

（7）负责与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机构的对接工作； 

（8）办理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票的锁定、解禁、归属等全部事宜； 

（9）员工持股计划的融资方式、金额以及其他与员工持股计划融资相关的事

项； 

（10）行使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职责，可将其资产管理职责授予第三方管

理，包括但不限于在锁定期届满后售出公司股票进行变现，将员工持股计划的现

金资产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理财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等现金管理工具； 

（11）制订、执行当期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

可转债券等再融资事宜的方案； 

（12）授权管委会主任在当期员工持股计划清算分配完毕前具体行使当期员

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的股东权利； 

（13）决定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的分配； 

（14）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4.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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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管理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8,70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

所持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H 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管理办法》的相

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该管理办法全文。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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