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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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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3,974,229 股，涉及人数 210 人，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53%。其中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 2,881,200 股，回购价格为 8.06 元/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093,029

股，回购价格为 8.27 元/股。回购资金总金额为 32,261,821.83 元（股票回购款+

利息）。 

2、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744,334,534

股变更为 740,360,305 股。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28日、2020 年 6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及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分别

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2020 年 12 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对 210名激励对象合计 3,974,229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1、2017 年 3月 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等议案。 

2、2017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等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激励对象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公司通过

公司内部办公系统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公示，并于 2017 年 9 月 9日披露了《北

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之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2017 年 9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获

得了批准，董事会被授权办理本次股权激励的相关事宜。 

4、2017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5、2017 年 11 月 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了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 

6、2018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18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期权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18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9、2018 年 11 月 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120,000 股

的回购注销及 510,000份期权的注销。 

10、2018 年 11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1、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了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登记

工作。 

12、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期权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3、2019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期权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4、2019 年 1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5、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6、2020 年 5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期

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7、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8、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1、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1）根据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由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张

凤文、花彬彬、孙辉、孙健、左玉立及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王军、康安平、王

伟、虞顺、曾琪、崔鹏飞、张涵、王文会等 13 人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

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507,940 股进行回购

注销。 

（2）根据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杨吉隆 2018 年度绩效考核不达标，其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对应的 9,900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不能解除限售，公司董事会决定将该部

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3）根据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

核要求为以 2016 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19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90%。（上述

“净利润”、“净利润增长率”指标以未扣除激励成本前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且公司并购的广州吉欧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广州思拓力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吉欧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中科雅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泰坦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归属公司所有的损益均



不纳入上述净利润的核算中。）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出具

的《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2020）第 4855

号），2019 年净利润为-1,060,702,352.27 元。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

第三个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能达成。公司董事会对所涉及的 198 名激励

对象合计所持的 3,420,089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4）由于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朱国华、胡一帆、张凯等 3 人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李振 2018 年度业绩考核不达标，公司董事

会决定对上述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6,3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数量及价格 

本次回购注销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3,974,229 股，涉及人数 210 人，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53%。其中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 2,881,200 股，回购价格为 8.06 元/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093,029

股，回购价格为 8.27 元/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完成情况 

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减资事项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上会师报字（2020）第 9234 号及上会师报字（2021）第 10479 号验资报告审

验。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事宜已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完成。 

四、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137,872,370 18.52% -3,974,229 133,898,141 18.09% 

高管锁定股 133,898,141 17.99%   133,898,141 18.09% 

股权激励限售股 3,974,229 0.53% -3,974,229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606,462,164 81.48%   606,462,164 81.91% 

三、总股本 744,334,534 100% -3,974,229 740,360,305 100.00% 



五、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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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