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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74,400 股，占回购注销前深圳市捷顺

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捷顺科技”）总股本 649,334,141

股的比例为 0.0423%。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人数为 26 人，回购资金总额

1,107,524 元。 

2、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的办理。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将由 649,334,141 股减至 649,059,741 股。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

定，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先后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熊伟军等 26 名激励对象已不再符合激励条件，且

公司已与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 2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74,400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

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更新后）》（公告

编号：2022-038）。截止目前，公司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一）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鉴于熊伟军等26名激励对象已不再符合激励条件，且公司已与其解除或终止劳动

关系，公司根据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则对上述2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价格的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 回购注销的原

则”相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实施公开增发或定向增发，且按本

计划规定应当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不进行调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派息、配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

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

调整。”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五章 股

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之“（九）回购注销的原则”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

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回购价格调整的计算公式如下： 

“P＝P0﹣V 

其中：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经派息调整后，

P仍须大于1；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鉴于公司先后于2019年6月4日、2020年5月29日、2021年5月28日、2022年5

月31日完成了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本次

回购注销涉及的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回购价格调整为3.09

元/股=（3.4-0.15-0.03-0.1-0.03）元/股，预留授予股份回购价格调整为6.10元/股=

（6.26-0.03-0.1-0.03）元/股。本次回购涉及的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份回购价格调整为4.71元/股=（4.74-0.03）元/股。 



在本次回购注销办理完成前，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

派息、配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

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三）回购注销涉及的激励对象及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总数量为274,4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0.0423%，涉及激励对象为26人。其中，本次回购注销第四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为148,8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0229%，涉及激励对象为17人；本次回购注销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为40,4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62%，涉及激励对象为5人；本次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为85,2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31%，涉及激励对象为9人。具体明细如下： 

序

号 
姓名 

回购注销第四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股） 

回购注销第四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股） 

回购注销 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股） 

合计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

票（股） 

1 熊伟军 18,000 - - 18,000 

2 颜俊标 18,000 - - 18,000 

3 邹恒祥 16,000 - - 16,000 

4 严朋 12,000 - - 12,000 

5 黄佳欢 10,000 - 10,000 20,000 

6 田陶怀 9,200 - - 9,200 

7 李鑫林 8,000 - - 8,000 

8 王元瑞 8,000 - - 8,000 

9 肖洲 8,000 - - 8,000 

10 曾理招 8,000 - 14,000 22,000 

11 陈涛 7,200 - - 7,200 

12 郭济庭 6,400 - - 6,400 

13 郑华 - - 12,000 12,000 

14 彭伟龙 4,800 - 10,000 14,800 

15 卢红宝 4,000 - - 4,000 

16 周乃庆 4,000 - - 4,000 

17 蔡新桥 4,000 - 4,000 8,000 

18 徐业 3,200 - - 3,200 

19 姜忠岩 - 14,000 - 14,000 

20 徐冰冰 - 9,600 - 9,600 

21 杨世东 - 8,400 - 8,400 



序

号 
姓名 

回购注销第四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股） 

回购注销第四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股） 

回购注销 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股） 

合计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

票（股） 

22 刘运崇 - 4,400 - 4,400 

23 曾镇城 - 4,000 10,800 14,800 

24 钟晓斌 - - 3,200 3,200 

25 王成全 - - 7,200 7,200 

26 朱红亮 - - 14,000 14,000 

  合计 148,800 40,400 85,200 274,400 

（四）本次回购注销数量更正的情况说明 

2022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方案涉及股数为 280,400 股。公司事后检查发现数据统计有误，

本次实际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应为 274,400 股。公司及时对本次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相关公告进行更正，并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更正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5）、《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更新后）》（公告编号：2022-038）、

《公司章程修正案（更新后）》等相关公告。 

公司误将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郑华所持已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无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6,000 股统计至待回购注销之下，属于

类别统计错误，并不存在“在股东大会审议时未统计某激励对象，董事会擅自越

权增加回购激励对象”情况。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回购注销数量范

围内去进行差错更正，并未越权对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进行实质性变更，仍在股

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因此本次实际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74,400

股，涉及激励对象人数保持不变，仍为 26 人。 

（五）回购资金来源及总额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金额为

1,107,524 元，其中，本次回购 17 名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

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为 148,800 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3.09 元/股，支付

回购资金为 459,792 元；本次回购 5 名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

份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为 40,400 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6.10 元/股，支付

回购金额为 246,440 元；本次回购 9 名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份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为 85,200 股，回购价格调整

为 4.71 元/股，支付回购金额 401,292 元。 

（六）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情况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出

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3-83号）。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公司已支付26位自然人人民币1,107,524元，其中减少实收资本274,400元，

减少资本公积（股本溢价）833,124元。 

二、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649,334,141 股减少

至 649,059,741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注销

股份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00,850,225 30.93 -274,400 200,575,825 30.9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48,483,916 69.07 0 448,483,916 69.10 

三、股份总数 649,334,141 100.00 -274,400 649,059,741 100.00 

三、本次回购注销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股东权益，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

条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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