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5 

 

证券代码：603813             证券简称：原尚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3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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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2年7月22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 126.50万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人数：26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广东原尚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尚股份”或“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完成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的登记

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6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

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2年6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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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年6月1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原尚股份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

托，独立董事张宏斌作为征集人就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4、2022年6月16日至2022年6月25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均未收到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2022

年6月27日，公司披露了《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和核查意见》。 

5、2022年7月1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6、2022年7月1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原

尚股份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

查报告》。 

7、2022年7月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1、授予日：2022 年 7 月 1 日 

2、授予数量：126.50 万股 

3、授予人数：26 人 

4、授予价格：7.95 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激励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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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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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1 李运 
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16.00 10.16% 0.18% 

2 余奕宏 副总经理 10.00 6.35% 0.11% 

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进

行激励的员工（24 人） 
100.50 63.81% 1.13% 

预留 31.00 19.68% 0.35% 

合计（26人） 157.50 100.00% 1.77%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

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7、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

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若预留部分在 2022 年授予，则各期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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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若预留部分在 2023 年授予，则各期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三、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7月 6日出具了天健验[2022]7-

73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2 年 7 月 6 日止，公司已收到 26 名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 10,056,75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301,886.79（不含增值税），本次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净额为 9,754,863.21 元。

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壹佰贰拾陆万伍仟元整（¥1,265,000.00），计入资本

公积（股本溢价）8,489,863.21 元。 

四、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1,265,000 1,265,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88,782,000 0 88,782,000 

总计 88,782,000 1,265,000 90,047,000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88,782,000 股增加至

90,047,000 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公司控股股东原

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余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1,460,000 股，占公司

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前总股本的 46.70%。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

司控股股东仍为原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余军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不变，占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总股本的 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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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限制性股票登记情况 

2022 年 7 月 22 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七、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

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

比例摊销。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

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126.50 914.60 327.73 426.81 129.57 30.49 

注：1、上述成本预测和摊销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未考虑所授予限制性股票未来未解锁的情况。 

2、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

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3、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

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从而对业绩考核指

标中的净利润增长率指标造成影响。若考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

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

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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