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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上午 9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
技大厦 9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会
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以 OA 邮件、 电子邮件、 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表决结果为：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根据公司 2016 年
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2017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 246.0034 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36%。

关联董事麻秀星女士、李晓斌先生、刘静颖女士、戴兴华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表决结果为：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根据公司 2016 年度
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2017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为 30.0253 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04%。

关联董事麻秀星女士、李晓斌先生、刘静颖女士、戴兴华先生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7 月 2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特此公告。
垒智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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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权转让事项概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将持有的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林钢钢铁”）100%的股权转让给内蒙古锦达煤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锦达煤焦”），并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20-0056）、《第五
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20-0057）、《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8）。

为进一步增强履约保障，降低交易风险，及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
锦达煤焦就转让林钢钢铁 100%的股权事项进行了再次协商， 并于近日签署了相
关补充协议。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 股权转让基准日
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为 2020 年 5 月 31 日。
2、关于“标的股权”的过户：公司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手续。
3、在全部股权转让款付清之前，林钢钢铁为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低于现有

规模。
4、为提高锦达煤焦的履约保障，在第一次工商变更完成后，锦达煤焦同意将

所持有的股权质押给公司，公司同意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后，解除上述股权质
押。

三、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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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2018 年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9 年 5 月 13 日， 限售股份起始日

为 2019 年 7 月 18 日，发行时承诺的限售期限为 12 个月，第一个限售期已满。 本次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74 人（董事会通过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为 75
名，其中一名因考核结果为 F，本期激励额度不能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2、2018 年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为 153.7 万股， 占目
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0614%；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无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3、2018 年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7
月 24 日。

一、2018 年限制性股票情况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 江西正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
具相应报告。

2、2018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 髡羁萍脊煞萦邢薰? 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捌湔囊榘浮贰ⅰ豆赜贎 < 髡羁萍脊煞萦邢薰? 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囊榘浮贰ⅰ豆赜谔崆牍啥蠡崾谌 ǘ
禄岚炖砉? 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2018 年 9 月 17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8 年 9
月 17 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291 名激励对象授予 3,181.00 万份股票期权及
669 名激励对象授予 3,539.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8 年 11 月 7 日，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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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19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中：182 人全部放弃，10 人部分放弃）拟授予的
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980.50 万股。 因此，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人
数由 669 人调整为 487 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539.0 万股调整为 2,558.5
万股。

5、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名 5 离职人员共计 60 万股首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19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
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9 年 5 月 13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74 名激
励对象授予 355 万份股票期权及 94 名激励对象授予 395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7、2019 年 5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的议案》， 因公司 2019 年 5 月实施了 2018 年度权益分
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
分行权 / 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经本次调整，2018 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05 元 / 股调整为 2.01 元 / 股。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9.39 元 / 股调整为 9.35 元 / 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就公司本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9 年 7 月 11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 名离职人员共计 10 万股首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19 年 7 月 16 日，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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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2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中：16 人全部放弃，6 人部分放弃）拟授予的全
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74 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人数由 94
人调整为 78 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95 万股调整为 321 万股。

10、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 名离职人员预留授予共计 3 万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对 74 名业绩考核不达标的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 55.10 万股进行回购注
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480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189.15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9%。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 名离职人员共计 19 万股（其中 3 人均为首次授予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未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注销手续。 ）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2、2020 年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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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
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13、2020 年 5 月 21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 5 月实施了 2019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
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应由 2.01 元 / 股调整为 1.94 元 / 股，预留
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应由 9.35 元 / 股调整为 9.28 元 / 股。 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决定对 11 名离职人员共计 27.25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10 人共计 25.25 万
股，预留授予 1 人共计 2 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14、2020 年 6 月 29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满足，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75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53.7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6%。（75
名激励对象中，1 人因考核结果为 F， 本期激励额度不能解除限售， 由公司回购注
销，故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74 人。 ）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说明

（一）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股权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股权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股权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9 年 5 月 13 日， 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18 日，截
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已届满。
（二）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 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

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

为不适当人选 ；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4）具有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情形的 ；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激励对象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

营业收入为基数 ， 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
司 2019 年营业收入为 245.18 亿元 ，相比于 2017
年营业收入 206.15 亿元，增长率为 18.93%，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 根据个人的绩效考评评

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 （S）， 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
（A）、（B）、（C）、（D）、（E）、（F）六个档次 。

考评结果 （S） S≥90 90>S≥80 80>S≥75
评价标准 A B C
标准系数 1 0.8 0.6

考评结果 （S） 75>S≥70 70>S≥60 S<60
评价标准 D E F
标准系数 0.5 0.3 0
激励对象应按照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标准系数对

应的个人解除限售比例进行解除限售 。
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

计划解除限售额度，未能解除限售部分由公司回购注销。
详见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2019 年度 ，股权激励计划中 76 名预留授予的激
励对象有 69 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A，4 人绩效考
评结果为 B，0 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C，1 人绩效
考评结果为 D，0 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E，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按照解除限售比例解除限售 ，未解
除限售部分由公司回购注销。 1 人绩效考评结
果为 F，本期激励额度不能解除限售 ，由公司回
购注销，1 人离职 ，不满足激励条件 ，股份将由
公司另行审议注销 。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
意公司按照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股权激励计划无差异。
四、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276,693,659 11.05 -1,537,000 275,156,659 10.99

高管锁定股 132,945,610 5.31 132,945,610 5.31

首发后限售股 59,876,049 2.39 59,876,049 2.39

股权激励限售股 83,872,000 3.35 -1,537,000 82,335,000 3.2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26,975,453 88.95 1,537,000 2,228,512,453 89.01

三、总股本 2,503,669,112 100.00 2,503,669,112 100.00

说明：上述表格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五、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的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0 年 7 月 24 日；
2、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 74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153.7 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0614%。
3、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无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解锁情况如下

表：
单位：万股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数量

已解除限售
的股票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剩余未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75 人 ） 314 0 153.7 157

合计 314 0 153.7 157

注： 上述可解除限售数量已剔除 1 名因离职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股份。 剩余 75 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 69 人绩效考评结
果为 A，4 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B，0 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C，1 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D，0
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E，满足解除限售条件，按照解除限售比例解除限售，未解除限
售部分由公司回购注销。 1 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F，当年激励额度不能解除限售，由公
司回购注销。 因此，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53.7 万股，因业绩考核
原因导致激励对象部分或全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票数量为 3.3 万股。

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74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9 号：股权激励》、公司《2018�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其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及激励对象持
续满足授予条件，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考核结果均符合解除限售要求，且符合公
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除限售条件， 同意公司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9 号：股权激励》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股权激励计划中规
定的激励对象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2、 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
排（包括解除限售期限、解除限售条件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
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已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包
括公司整体业绩条件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等），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八、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
根据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8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可解
除限售的 74 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等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其在对应的限售期
内的公司业绩及个人绩效等考核结果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
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办理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九、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公司本次解除限售

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公司在限售期满后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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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下午 3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
技大厦 9 楼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以 OA 邮件、电
子邮件或传真等形式送达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阮民全
先生主持，监事会其他成员尹峻、邱发强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本次解

锁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对首次授

予的 115 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锁期持有的 246.0034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本次解

锁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对预留授
予的 30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锁期持有的 30.0253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7 月 2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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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第三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 115 名，可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 246.0034 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36%。

2、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第二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 30 名，可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 30.0253 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04%。

3、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锁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
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垒知集团”）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
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第
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7 年 3 月 1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厦门市建筑科学

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 的议
案》、《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

2、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
续发展，以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3、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厦门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核实 <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 的议案》等议案，并就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以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

4、2017 年 3 月 21 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司内部公示，公示期满后，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
明。

5、2017 年 5 月 12 日，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厦门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 的议
案》、《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

6、2017 年 6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授予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核查，确定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7、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林静、欧志成、张石柳、李少龙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2,820 股限
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8、2018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独
立董事、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9、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林静、欧志成、张石柳、
李少龙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2,820 股限制性股票。

10、2018 年 6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次调整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11、2018 年 7 月 1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
为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本次可申请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992,439 股。 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
见。

12、2018 年 8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同意回购注销苏彩芬、 曾建扬、 杨善顺、 龙珍保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66,679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3、2018 年 9 月 7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苏彩芬、曾建扬、
杨善顺、龙珍保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66,679 股限制性股票。

14、2019 年 4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回购注销白玉渊、李广宁、邱有陶、陈周顺、洪绍坤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 115,550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5、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白玉渊、李广宁、邱有
陶、陈周顺、洪绍坤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15,550 股限制性股票。

16、2019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成就的议案》及《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成就。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及
预留部分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219.4183 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7、2020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回购注销邹辰阳、白莉华、郭鑫祺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8,201 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8、2020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及《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
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 2017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股票
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276.0287 万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40%。 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满足解锁条件说明
（一）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届满
根据《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
首次授予日满 12 个月后，未来 36 个月内分 3 次解除锁定。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第一年， 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 30%，第二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第二年，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
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0%，第三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第三年，激励对象可
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40%。

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 2017 年 6 月 23 日，该部分股票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上市，故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于 2020 年 7 月 11 日届满。

（二）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届满

根据《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自
预留授予日满 12 个月后，未来 24 个月内分 2 次解除锁定。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第一年， 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 50%；第二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的第二年，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
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

公司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日为 2018 年 4 月 27 日，该部分股票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上市，故预留部分第二个锁定期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届满。

（三）解锁条件已达成
序号 解锁条件 达成情况

1

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为：以 2016 年为基准
年，2019 年度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0%，营业收入增
长率不低于 72%

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为：以 2016 年为
基准年，2019 年度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2%，营业收
入增长率不低于 72%。

（“净利润增长率 ”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 ）出具的容诚审字 [2020]
361Z0058 号审计报告，2019 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93,523,149.14 元，较 2016 年增
长 145.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75,814,987.91 元 ，较 2016 年增长
173.03%。

2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 2019 年绩效考核
满足条件。

除已离职的 16 名激励对象外，其
余 115 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及
30 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 2019 年
度绩效考核均达到考核要求 ，满足
当期 100%解锁条件。

3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4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 ；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4、具有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情形的 ；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
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不存在差异。 根据《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在本
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未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相关
事宜。

三、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115 名，预留部分的激励

对象 30 名。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276.0287 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
的 0.40%。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
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 （万
股 ）

已解除锁定数量
（万股 ）

本次可解锁数量
（万股 ）

剩余未解锁数量
（万股 ）

麻秀星 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 (常
务副总裁) 25.4756 14.2806 11.1950 0

李晓斌 董事 、副总经理 (副总
裁) 13.8847 8.3308 5.5539 0

叶斌 副总经理
（副总裁） 11.2305 6.7384 4.4921 0

刘静颖 董事 8.9844 5.3906 3.5938 0
戴兴华 董事 36.0017 21.6010 14.4007 0

中层管理人员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业务 （技术 ）骨干 （含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 110 人 ，预留授予激
励对象 29 人 ）

579.4805 342.6873 236.7932 0

合计 675.0574 399.0287 276.0287 0

注：1、上表中不包含已离职员工林静、欧志成、张石柳、李少龙、苏彩芬、曾建
扬、杨善顺、龙珍保、白玉渊、李广宁、邱有陶、陈周顺、洪绍坤、白莉华、邹辰阳及郭
鑫祺。 上述已离职的 16 人合计持有的 443,250 股限制性股票已按照《2017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完成回购注销。

2、由于尹峻先生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被选举为公司监事，根据《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尹峻先生尚未解锁的 37,026 股限制性股票公
司将按照《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予以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锁定后，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为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剩余 75%股份将继续锁定。 同时其买卖股份应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锁定

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115 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及 30 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达
标，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2019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已达到规定的考核指标， 未发生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

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 公司 115 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及 30 名预留授予的激励
对象符合解锁资格， 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资格合法、 有效。 上述激励对象
2019 年度绩效考核均达到考核要求， 不存在本次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
对象或不能解锁的情形。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全
部成就，本次解锁不影响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办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相关事项。

六、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锁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的
解锁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对 115 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及 30 名预留授予的
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276.0287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

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解锁事项
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其解锁条件业已成就，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锁事项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规定统一办理有关解锁事宜。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之部分解锁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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