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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卫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曾孟男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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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77,497,137.95 2,465,220,177.90 11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6,287,450.18 131,054,901.80 1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3,354,409.98 108,585,063.76 151.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72,493,679.94 -2,092,541,321.07 -1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6 1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6 1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1.37% 0.6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6,887,519,791.36 27,846,648,780.80 3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911,401,195.55 14,614,377,078.75 56.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323,223.0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310,561.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44,284.0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259,850.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8,732.46  

合计 22,933,040.2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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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2,6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卫国 境内自然人 25.12% 589,652,837 442,239,628 质押 216,039,31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03% 376,412,997 0   

许利民 境内自然人 3.93% 92,269,250 69,201,937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睿远成

长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3% 38,314,57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9% 32,561,026 0   

向锦明 境内自然人 0.99% 23,169,323 17,376,992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新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4% 21,987,838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9% 18,634,538 0   

挪威中央银行－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71% 16,723,01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惠精选成长

其他 0.64% 15,000,0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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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6,412,997 人民币普通股 376,412,997 

李卫国 147,413,209 人民币普通股 147,413,20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

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314,572 人民币普通股 38,314,57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2,561,026 人民币普通股 32,561,026 

许利民 23,067,313 人民币普通股 23,067,31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987,838 人民币普通股 21,987,83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8,634,538 人民币普通股 18,634,538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6,723,013 人民币普通股 16,723,0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15,000,047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4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均

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4,396,125 人民币普通股 14,396,1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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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9,664,706,814.02元，较期初余额增加60.66%，主要原因是由于本

公司本期收到定向增发资金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1,299,165,286.97元，较期初余额增加334.26%，主要原因是由

于本公司购买债务投资支付的现金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3,157,201,660.92元，较期初余额增加864.04%，主要原因是由

于本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余额1,049,896,689.26元，较期初余额增加47.54%，主要原因是由于本

公司本期定向增发项目全面开工建设所致； 

5、资本公积期末余额10,784,007,116.65元，较期初余额增加286.29%，主要原因是由于

本公司收到定向增发资金增加资本公积所致； 

6、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5,377,497,137.95元，较上期增加118.13%，主要原因是公司各

项业务拓展顺利，主要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7、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3,610,092,573.72元，较上期增加118.81%，本期毛利率32.87%，

较上年同期减少0.21%。报告期，因执行新会计准则，原计入销售费用的运输装卸费调整至营

业成本核算，导致营业成本因此增加172,027,205.18元，如剔除该部分影响，则受营业规模

增长所致，营业成本较上年增加108.38%，对应毛利率36.07%，较上年同期增加3.00%。 

8、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额46,876,854.67元，较上期增加154.59%，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入

增加导致相应的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9、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533,782,804.46元，较上期增加49.61%，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入增

加导致相应的人工费、促销费等费用增加所致； 

10、管理费用本期发生额379,527,157.11元，较上期增加112.10%，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入

增加导致相应的费用增加所致； 

11、其他收益本期发生额36,670,561.85元，较上期增加41.09%，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

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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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296,628,413.43元，较上期增加707.43%，主要原因是公司

本期应收款项增加补提坏账所致； 

13、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额99,099,362.99元，较上期增加359.70%，主要原因是公司本

期利润增加导致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1,881,530,065.22元，较上期减少299.30%，

主要是因为本期间公司购买债务投资支付的现金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7,919,992,260.61元，较上期减增加809.85%，

主要是因为本期间公司收到定向增发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东方雨虹从二级市场自行回购

本公司股票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该计划拟授予6,504.40万股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标

的股票占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83%。其中，首次授予数量为

5,854万股，占授予总量的90.00%；预留650.40万股，占授予总量的10.00%。该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1,112人，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8.24元/股。 

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2016年7月1日公告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并经2016年7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激励计划拟授予6,500万股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标

的股票占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82%。其中，首次授予数量为

6,414.1万股，占授予总量的98.68%；预留85.9万股，占授予总量的1.32%。修订后的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由1,112人调整为1,263人，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价格为8.24元/股。 

3、2016年8月1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二期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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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2016年8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

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由于激励对象中部分人员离职或因个人原因放弃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对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其授予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263人调整为1,230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6,5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6,414.1万股，预留85.9万股）调整为6,435.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6,349.6万股，预留85.9

万股）。公司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2016年8月25日为首次授予日，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期间，有3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行权资金筹集不足的

原因共放弃37万股的行权。截至2016年9月29日，公司完成向1,197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6,312.6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发行新股53,149,909股，其余9,976,091股以公司回购的社会

公众股作为限制性股票的部分股票来源），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实施将对公司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一定影响。经测算，预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6,312.6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

39,143.96万元，则2016年-2020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万股） 

摊销费用总

计（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6,312.6 39,143.96 8,696.06 20,475.85 7,230.72 2,331.44 409.89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5、2017年6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882,686,8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7年6月1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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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现金分红于2017年6月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

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息对公司股票价格

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8.24元/股调整为8.09元/股。 

6、2017年6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职务变更等原因，公司

董事会决定对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119万股进行回

购注销，并于2017年7月12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6年-2020年限制

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摊销费用总计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38,406.05 8,532.13 20,089.86 7,094.42 2,287.49 402.17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7、2017年7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确定

公司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7年7月17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5.9万股，占东方雨虹已发行股本总额的0.0975%，授予价

格为18.31元/股，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期间，有6名激励对象因行权资金筹

集不足的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0.5万股。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24人，授予数量调整为85.4万股，授予股份

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8月31日。经测算，预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激励成本合计为780.45万元，则2017年-2021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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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45 232.22 358.59 133.78 46.35 9.51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8、2018年9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

案》，鉴于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18年6月19日权益分派登记日的总股本

881,863,2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499980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999907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8年6月20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7年度现金分红于2018年6月2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息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同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规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也应对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8.09元/股调整为4.6706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8.31元/股调整为10.6824元/股。 

9、2018年9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015名激励对象办理2,317.0615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相关解锁

手续，共计2,317.0615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11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同时，根据

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

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更、2017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公司董事会决

定对31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合计688.043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并于2018年12月17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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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6年-2020年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摊销费用总计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35,340.49 7,703.94 18,296.26 6,772.63 2,183.73 383.93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0、2018年9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董事会决定对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全部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16.999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并于2018年12月17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7年-2021年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689.60 205.19 316.84 118.21 40.95 8.41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1、2019年8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9名激励对象办理29.0913万股预

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

相关解锁手续，共计29.0913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9年9月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12、2019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

案》、《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

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9日）的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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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3,540,159股）后的总股本1,468,543,799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9年5月30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8年度现金分红于2019年5月3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

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6706元/股调整为4.3706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6824元/股调整为10.3824元/股。 

13、2019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

意为其中953名激励对象办理2,053.9642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根据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相关解锁手续，共计2,053.9642万股限制

性股票已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同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

情形，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36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792.6103万股

进行回购注销，并于2019年11月20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6年-2020

年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摊销费用总计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32,545.53 7,273.59 17,005.19 5,852.44 2,053.31 361.00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4、2019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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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董事

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24.628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并于

2019年11月20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7年-2021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550.94 160.96 251.67 97.57 33.80 6.94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5、2020年8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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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议案》。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9名激励对象办理24.6925

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

办理了相关解锁手续，共计24.6925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0年9月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16、2020年9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成就的议案》。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897名激励对象办理

2,073.1160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相关解锁手续，共计2,073.1160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0年9月30日解

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17、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

案》。鉴于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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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总股本1,569,784,69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

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6月15日实施完

毕。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9年度现金分红于2020年6月15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

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3706元/股调整为4.0706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3824元/股调整为10.0824元/股。 

鉴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总股本

1,569,784,69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784,892,348

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2,354,677,045股，此外，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

分红。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10月22日实施完毕。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0年半年度所转股份于2020年10月22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根据公

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进

行除权处理后，公司也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0706元/股调整为2.7137元/

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0824元/股调整为

6.7216元/股。 

18、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核不合格导致

职务变更、2019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28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551.0646万股回购注销，并于2020年12月24日完

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6年-2020年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

况见下表： 

摊销费用总计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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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87.93 7,180.90 16,727.12 5,574.36 1,860.13 345.41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9、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2019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董事会依

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0.1912万股回购注销，并于2020年12月24日

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7年-2021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

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550.13 160.77 251.26 97.35 33.80 6.94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二）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东方雨虹从二级市场自

行回购本公司股票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

3,296.6129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149,208.7952万股的

2.21%。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2,189人，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0.77元/股。 

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2019年9月21日公告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第五章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之“六、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之“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内容”与“考核指标设定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说明”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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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2019年9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 

3、2019年9月27日至2019年10月8日，公司通过内部办公系统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截至公示期满，未有针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情况。 

4、2019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5、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确定以2019年11月11日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日，首次向2,189位激励对象授予3,296.6129万股限制性股票。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

股票资金缴纳过程中，有43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认购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共放弃560.3601

万股的认购，因此，公司完成向1,75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2,736.2528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

发行新股382.2369万股，其余2,354.0159万股以公司回购的社会公众股作为限制性股票的部

分股票来源），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12月12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实施将对公司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经测算，预

计本次授予激励对象2,736.2528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35,329.47万元，则2019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万股） 

摊销费用总

计（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736.25 35,329.47 2,504.55 17,198.58 8,967.31 4,751.49 1,907.55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6、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2日）的总

股本1,569,784,69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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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6月15日实施完毕。由于

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9年度现金分红于2020年6月15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由10.77元/股调整为10.47元/股。 

同时，鉴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股本

1,569,784,69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784,892,348

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2,354,677,045股，此外，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

分红。本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10月22日实施完毕。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应取得的2020年半年度所转股份于2020年10月22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根据公司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

除权处理后，公司也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47元/股调整为6.98元/股。 

7、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更

的原因，董事会依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全部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42.725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8、2020年12月7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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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

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更的原因，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全部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42.725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并于2021年1月4日完成了上

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9年-2023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万股） 

摊销费用总

计（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593.53 33,486.66 2,373.91 16,301.49 8,499.56 4,503.65 1,8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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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三）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工具为股票期权，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

股普通股股票；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5,200.45万份股票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约占激

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34,773.7237万股的2.22%。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有效期内以

行权价格购买1股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的权利。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4,160人，授予股票

期权的行权价格为48.99元/股。 

2、2021年3月27日至2021年4月5日，公司通过内部办公系统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截至公示期满，未有针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情况。 

3、2021年4月1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

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

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四）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公司拟设立员工持股计划，本计划参与对象共计1,611人，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

象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金融机构融资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等，

资金总额不超过170,000万元，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将成立资管/信托产品进行管理，以资管/

信托产品的规模上限340,000万元及公司股票2021年3月26日的收盘价50.00元/股测算，本员

工持股计划所能购买和持有的标的股票总数量不超过6,800万股，即不超过截至本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公布之日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2.90%。 

2、2021年3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李卫国先生向董事会提交《关于提请增加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拟通过

融资融券等方式进行融资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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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加融资途径、更加有效的实施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同意公司选择资产管理机构进行管

理，由其成立相应的资产管理计划，并拟通过融资融券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实现融资资金

与自筹资金的比例不超过1:1，即融资金额不超过170,000万元。上述临时提案已经2021年3

月31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3、2021年4月1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

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

划拟通过融资融券等方式进行融资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等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全部事宜。 

（五）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拟通过参与认购珠海保资碧投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从而间接投资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碧桂园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保利资本作为基金管理人的“保碧产业链赋能基金”。

2020年7月31日，广东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与西藏博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珠海墨

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佛山市顺德区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欧普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横琴逸东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尹建荣签署了《珠海保资碧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广东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认购珠海保资碧投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份额，认缴金额为7,000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广东东

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已向珠海保资碧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缴纳出资额

7,000万元。 

（六）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 

2020年10月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对象为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所有发行对象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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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且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通过询价方式确定发行

价格，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

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元（含本数），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

发行价格计算，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2020年11月3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3406）。2020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东方雨虹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

简称“《告知函》”），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与落

实，并按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答复。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2021年1月18日审

核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公司于2021年2月7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

可[2021]344号）文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04,321,171股新股。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公司与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45.5元/

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175,824,175股，共有13家发行对象获配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为

7,999,999,962.5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7,993,097,087.78元，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4月8日上

市。 

（七）公司对外投资建设生产研发及总部基地项目 

1、湖南省岳阳市投资建设中南区域总部及岳阳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2017年8月29日，公司与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项目入区协议》，协议

约定公司在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中南区域总部及岳阳新材料生产基地项

目。2018年2月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湖南省岳阳市投

资建设中南区域总部及岳阳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完善公司的

物流体系，改善公司在中南区域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环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特种涂料领域的生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

推动“渗透全国”的战略目标实现，公司拟投资20亿元人民币在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

设东方雨虹中南区域总部及岳阳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其中，东方雨虹中南区域总部项目拟

投资10亿元，岳阳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拟投资10亿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南区域总部项

目处于开工建设阶段；岳阳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主体已竣工验收，部分生产线已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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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省德阳市投资建设西南总部基地及西南生产基地项目 

2018年4月19日，公司与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协议书

约定公司拟在四川省德阳市投资建设东方雨虹西南总部基地及西南生产基地项目。2018年4

月23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四川省德阳市投资建

设西南总部基地及西南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为进一步拓展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业务规模，

扩大公司在西南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打造防水卷材、防水涂料、特种砂浆、保温等领域

研发、生产、销售的全产业布局，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同时，为改善公司在西南区域

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环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拟以自筹资金投

资20亿元在四川省德阳市投资建设西南总部基地及西南生产基地项目。2018年5月16日，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西南总部基地项目土地已摘

牌，正在持续推进中；西南生产基地项目各生产线已全部投产。 

3、唐山市丰南区投资建设唐山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及华北区域总部项目 

2018年5月24日，公司与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同日，公司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唐山市丰南区投资建设唐山生产基地

二期项目及华北区域总部项目的议案》，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北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

打造防水、保温及特种砂浆研发、生产、销售的全产业布局，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推

动“渗透全国”的战略目标实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河北省唐山市投资建设唐山生产基地

二期项目和华北区域总部项目，计划总投资20亿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生产基地二期项目

部分生产线已投产。 

4、安徽芜湖市投资建设绿色建材（芜湖）产业示范园项目 

2020年6月30日，公司与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政府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协议约

定公司拟投资10亿元在芜湖市三山区投资建设新型节能保温密封材料制造项目（项目一期）；

新型建筑防水材料、新型功能涂层材料制造项目（项目二期）；绿色民用建材、功能性填料

制造项目（项目三期），该项目总建设周期预计48个月。2020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安徽芜湖市三山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

建材（芜湖）产业示范园项目议案》，公司围绕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定位，为充分践行绿

色建筑、绿色建材及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

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东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满足华东地区的市场

需求，提升公司在华东地区的市场份额，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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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市三山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安徽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

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并以该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0亿元在芜湖市三

山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芜湖）产业示范园项目。同月，该项目实施主体芜湖东方

雨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尚处建设期，部分主体结构已施

工完毕，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5、广州市花都区投资建设绿色建筑建材产业园项目 

2020年7月14日，公司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投

资30亿元在广州市花都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大湾区绿色建筑建材产业园及国际绿色建筑建材

中心项目，该项目预计建设周期36个月。2020年8月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在广州市花都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筑建材产业园项目的议

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等国家战略，不断完善绿色建材产品体系，实现产品

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南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满足华南地区的市

场需求，提升公司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

广州市花都区分别出资1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广

东东方雨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孚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相关项目公司”），并

以相关项目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30亿元在广州市花都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大

湾区绿色建筑建材产业园及国际绿色建筑建材中心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相关项目公司

已陆续成立，东方雨虹大湾区绿色建筑建材产业园尚处建设期，正在持续推进中。 

6、河北保定市徐水区投资建设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2020年8月7日，公司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

公司拟投资10亿元在保定市徐水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该项目预计建

设周期为开工之日起18个月。2020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在河北保定市徐水区投资建设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的对外投资议案》，为

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等国家战略，不断完善绿色建材产品体系，实现产品结构的优

化升级，培育绿色建筑新材料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北地区的生

产与供货能力，满足华北地区的市场需求，提升公司在华北地区的市场份额，促进产能分布

的持续优化，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保定市徐水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保定东方

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同时拟以保定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

金投资不超过10亿元在保定市徐水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项目。2020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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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同月，该项目实施主体保定

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东方雨虹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部分主体结构已施工完毕，部分生产线已完成试运行并陆续投产。 

7、海南洋浦投资建设绿色新材料综合产业园项目 

2020年8月13日，公司与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协议约

定公司拟投资10亿元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海南洋浦绿色新材料综合产业

园项目。2020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海南洋

浦投资建设绿色新材料综合产业园项目的对外投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

等国家战略，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南

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满足华南地区的市场需求，提升公司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促进

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洋浦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同时拟以洋浦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项目实

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0亿元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海南洋浦绿色

新材料综合产业园项目。2020年9月14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

项。同月，该项目实施主体洋浦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海南

洋浦绿色新材料综合产业园项目处于开工建设阶段。 

8、江苏南通启东市投资建设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2020年8月21日，公司与江苏南通启东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

拟投资20亿元在启东投资建设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具体建设内容为改性沥青防水卷

材、防水涂料（水性）、特种砂浆、民用绿色建材、虹运物流仓储。本项目按照一次性规划、

分期实施的原则进行推进。其中一期预计建设周期为开工之日起18个月，2020年8月28日，公

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江苏南通启东市投资建设新型建筑

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对外投资议案》，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东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

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满足华东地区的市场需求；同时为更好的搭建公司仓储物流体系，

以保证公司产品以较低的仓储、物流成本辐射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市场，进一步扩大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出资1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南通东

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同时拟以南通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

资金投资不超过20亿元在江苏南通启东市投资建设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项目。2020年9月14

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同月，该项目实施主体南通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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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处于开工建设

阶段。 

9、重庆江津区绿色建材生产基地及成渝区域总部项目 

2020年9月3日，公司与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

拟投资14亿元在重庆江津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及成渝区域总部项目。2020

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重庆江津区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成渝区域总部项目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

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

构的优化升级，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进

一步扩大公司在西南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同时为更好地引进

生产及技术人才，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生产环境，增强员工

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虹致新材料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在重庆江津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同时以重

庆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主要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4亿元在重庆江津

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及成渝区域总部项目。2020年9月，该项目实施主体重

庆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成立。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10、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项目 

2020年9月1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鼎丰控股有限公司与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签订

《项目投资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约16亿元在常德西洞庭管理区工业园投资建设常德

天鼎丰非织造布项目，项目建设内容为各类工业无纺布（非织造布）、胎基布及相关原材料，

生产基地建设18条聚酯胎基布生产线。2020年9月22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湖南省常德市投资建设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项目的对外投资议案》，

为充分释放上下游协同效应，增加非织造布生产基地的生产能力，从而更好的满足公司防水

卷材的生产需要，为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保驾

护航，同时为更好的保证公司的原材料采购需求和成本，增强公司采购环节的抗风险能力，

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拟以下属二级全资子公司常德天鼎丰非织造

布有限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6亿元在常德西洞庭管理区工业园投资建

设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实施主体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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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成立，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项目处于开工建设阶段。 

11、长春市九台区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区域总部项目 

2020年9月22日，公司与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

拟投资18亿元在长春市九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区域总部项目。建

设周期为：生产基地项目一期计划在2021年4月开工建设，当年实现投产，一期项目达产之后

6个月内启动下一期项目建设，开工之后9个月实现投产。2020年9月23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吉林长春市九台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

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区域总部项目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

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满足公

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北地

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同时为更好地引进生产及技术人才，强化

人才队伍建设，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生产环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虹致新材料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长春市九台区出资

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同时以吉林东方雨虹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为主要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8亿元在长春市九台区投资建设东方

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区域总部项目。2020年9月，该项目实施主体吉林东方雨虹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已取得土地不动产

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区域总部项目土地已摘牌，正在持续推进中。 

12、沈阳市沈北新区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辽宁区域总部项目 

2020年11月10日，公司与沈阳辉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

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4.5亿元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

辽宁区域总部项目。其中，生产基地项目预计投资总额3.5亿元，计划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3

个月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12个月左右陆续投产；辽宁区域总部项目预计投资总额1亿元。2021

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

新区投资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辽宁区域总部项目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筑、

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

构的优化升级，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同

时为更好的引进生产及技术人才，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生产

环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分别以下属全资子公司沈阳东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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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及辽宁东方雨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

过4.5亿元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辽宁区域总部项目。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相关项目公司已陆续成立，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13、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生产基地项目 

2020年12月18日，公司与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拟

投资20亿元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江西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内容为防水材

料生产车间、保温材料生产车间、综合生产车间和配套仓储、企业综合办公与研发大楼等，

项目建设周期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之日起12个月投产，18个月全部完成。2021年1

月4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东方雨虹江西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为不断丰富新型环保建材产

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

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东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

分布的持续优化，同时以较低的仓储成本辐射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市场，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南昌市新建

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并以江西东方雨虹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20亿元在南昌市新建区投资建设东方

雨虹江西生产基地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实施主体江西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已成立，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14、济南市天桥区山东区域总部及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2020年12月21日，公司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经双方友好协

商，公司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就项目投资方案通过进一步讨论与细化，于2021年1月4日

在原《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签订了《项目入园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9亿元在山东

济南天桥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山东区域总部项目及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其中区域总部项

目计划投资1亿元，建设内容包含公司及旗下各公司、各品牌的办公、会议、培训、研发、展

示、接待、结算及居住等功能的实现；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投资8亿元，建设内容为新型建筑防

水材料、节能保温密封材料、特种砂浆及绿色民用建材等产品的研发、生产。2021年1月4日，

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及建设山东区域总部项目、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建

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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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

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东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同时为更好地引

进生产及技术人才，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生产环境，增强员

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济南市天桥区出资10,000万元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东方雨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并以该

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亿元建设东方雨虹山东区域总部项目；公司全

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济南市天桥区出资1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济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并以该公司为

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8亿元在山东济南天桥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

产基地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实施主体山东东方雨虹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济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成立，该项目处于开工建设阶段。 

15、湖南省邵阳市经济开发区新材料生产项目 

2020年12月25日，公司与邵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东方雨虹新材料生产项目引

进合同》，合同约定公司拟投资7亿元在湖南省邵阳市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新材料生

产项目。建设内容为新材料生产及配套项目生产，该项目分两期开发建设，其中一期项目拟

投资2亿元，二期项目于一期建成后启动，拟投资金额5亿元。2021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湖南省邵阳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东

方雨虹新材料生产项目的议案》，为不断丰富新型环保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

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

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中地区的生产与供货

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以期进一步满足华中地区的市场需求，为公司未来持续稳

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以自有资金在邵阳市经济开发区出资1,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邵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并以该公司作为项

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7亿元在湖南省邵阳市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新材

料生产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16、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绿色建筑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与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

司拟投资10亿元在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筑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建

设内容为防水、节能保温材料、民用建筑材料、特种砂浆、建筑涂料等产品研发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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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建设周期为各期计划在土地交付之后6个月内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24

个月左右陆续投产。2021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在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投资建设绿色建筑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为充分践行绿色

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

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

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中地区的生产

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不断满足华中地区的市场需求，为公司未来持续稳

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郑州市上

街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郑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根据协议安排，董

事会同意公司以郑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0

亿元在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筑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2021年1月29

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实施

主体郑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成立，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17、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山西（太原）建筑新材料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 

2021年1月13日，公司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15亿元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内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山西（太原）建

筑新材料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内容为年产3000万平方米改性沥青防水卷材、4万吨防

水涂料、10万吨砂浆、保温节能材料、绿色民用建材、建筑粉料项目及配套工程，项目分两

期建设，每期总建设周期为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24个月，具体每

期建设进度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3个月内实现开工，自开工之日起9个月实现项目投产。

2021年2月1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山西（太原）建筑新材料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的议

案》，为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通过高效、节能、环保的智能化、自动

化生产体系，不断丰富新型环保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

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北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

分布的持续优化，以较低的仓储成本辐射华北地区乃至全国市场，以期进一步满足华北地区

的市场需求，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太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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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并以该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

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15亿元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内投资建设东方雨虹山西（太原）

建筑新材料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实施主体太原东方雨虹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已成立，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18、郑州市中原区郑州东方雨虹楼店研仓一体化基地项目及河南区域总部项目 

2021年2月8日，公司与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

司拟投资8亿元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投资建设郑州东方雨虹楼店研仓一体化基地项目及河

南区域总部项目，楼店研仓一体化基地项目主要内容为建设楼店研仓一体化基地，满足东方

雨虹以建筑材料为主体的新型产品在河南区域的新材料研发、销售、结算、产品研发（含中

试）、仓储等用途，建设周期计划在土地交付之后6个月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12个月左右建

成运营；河南区域总部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东方雨虹及旗下各公司、各品牌的总部办公、研发

中心、会议、培训、展示、接待、结算及居住等功能的实现，建设周期为2年。2021年2月22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楼店研仓一体化基地项目、河南区域总部项目的议案》，为立足公司

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

化升级，以较低的仓储成本和运输成本辐射华中地区乃至全国市场，以期不断提升客户体验，

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同时为更好的引进生产及技术人才，强化人才

队伍建设，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生产环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置业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出资5,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东方雨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并以该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郑州东方雨虹楼店研仓一体化基地项目；公司以自有资

金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出资5,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并以该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郑州东方雨虹河

南区域总部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实施主体河南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已成

立，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19、江苏省宿迁市高新区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2021年2月8日，公司与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书》，

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10亿元在江苏省宿迁市高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

目，项目主要内容为防水、节能保温材料、民用建筑材料、水性涂料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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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周期计划自项目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一期投产，24个月左右全部投产。2021年2月22日，

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江苏省宿迁市高新区投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为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

定位，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

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公

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

华东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以期进一步满足华东地区的市场需

求，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为提高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

效率，推进项目进程，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宿迁高丰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宿迁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东方雨

虹”）作为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宿迁东方雨虹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7,000万元，占宿迁东方雨虹注

册资本的70%；宿迁高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3,000万元，占宿迁东方雨

虹注册资本的30%。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实施主体宿迁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成

立，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20、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东方雨虹通辽绿色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2021年3月31日，公司与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政府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

拟投资20亿元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投资建设东方雨虹通辽绿色新材料生产基地项

目，该项目分三期投资建设，一期计划投资6亿元，主要建设有：硅砂加工节能环保墙体材料

和环保建筑涂料生产线，项目2021年6月份开工，2022年8月份投产；二期和三期项目分别投

资6亿元、8亿元，建设内容在原有一、二期项目投资的生产规模基础上增加产能，计划2024

年6月份完成投资。该项目需在公司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程序后方能生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权激励事项 

2021 年 01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员工持股计划事项 

2021 年 0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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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4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申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 

2021 年 01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1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2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对外投资建设生产研发及总部基地

项目 

2021 年 01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1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1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2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2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2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2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李卫国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关于不从事

同业竞争的

承诺：公司控

股股东李卫

国先生承诺：

本人及本人

所投资的除

东方雨虹以

外的其它控

股子企业（以

2018 年 01 月

0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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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其他子

企业”）均未投

资于任何与

东方雨虹存

在有相同或

类似业务的

公司、企业或

其他经营实

体，未经营也

没有为他人

经营与东方

雨虹相同或

类似的业务；

本人及本人

其他子企业

与东方雨虹

不存在同业

竞争；本人自

身不会并保

证将促使本

人其他子企

业不开展对

与东方雨虹

生产、经营有

相同或类似

业务的投入，

今后不会新

设或收购从

事与东方雨

虹有相同或

类似业务的

子公司、分公

司等经营性

机构，不在中

国境内或境

外成立、经

营、发展或协

助成立、经

营、发展任何

与东方雨虹

业务直接竞

争或可能竞

争的业务、企

业、项目或其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3 

他任何活动，

以避免对东

方雨虹的生

产经营构成

新的、可能的

直接或间接

的业务竞争；

无论是由本

人或本人其

他子企业自

身研究开发

的、或从国外

引进或与他

人合作开发

的与东方雨

虹生产、经营

有关的新技

术、新产品，

东方雨虹有

优先受让、生

产的权利；本

人或本人其

他子企业如

拟出售与东

方雨虹生产、

经营相关的

任何其他资

产、业务或权

益，东方雨虹

均有优先购

买的权利；本

人保证本人

自身、并保证

将促使本人

其他子企业

在出售或转

让有关资产

或业务时给

予东方雨虹

的条件不逊

于向任何独

立第三方提

供的条件。如

违反上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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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项承诺，

本人愿意承

担由此给东

方雨虹或东

方雨虹中除

本人以外的

其它股东造

成的直接或

间接经济损

失、索赔责任

及额外的费

用支出。 

北京东方雨

虹防水技术

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本公司董事

会将严格遵

守《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承

诺自本公司

非公开发行

股票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

起：（一）承

诺真实、准

确、完整、公

平和及时地

公布定期报

告、披露所有

对投资者有

重大影响的

信息，并接受

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监

督管理；（二）

承诺本公司

在知悉可能

对股票价格

产生误导性

影响的任何

2014 年 08 月

1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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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传播媒

体出现的消

息后，将及时

予以公开澄

清；（三）本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将认真

听取社会公

众的意见和

批评，不利用

已获得的内

幕消息和其

他不正当手

段直接或间

接从事本公

司股票的买

卖活动。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李卫国、许利

民、向锦明、

张志萍、张

颖、张洪涛、

杨浩成、王晓

霞、蔡昭昀、

黄庆林、陈光

进、瞿培华、

王文萍、徐

玮、张蓓 

关于对非公

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

报采取填补

措施的承诺 

1、承诺不无

偿或以不公

平条件向其

他单位或者

个人输送利

益，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

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本

人的职务消

费行为进行

约束；3、承

诺不动用公

司资产从事

与本人履行

职责无关的

投资、消费活

动；4、承诺

由董事会或

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制定

的薪酬制度

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

2020 年 10 月

1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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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5、承

诺公司实施

或拟公布的

股权激励的

行权条件与

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

钩；6、本承

诺出具日后

至本次非公

开发行 A 股

股票实施完

毕前，若证监

会作出关于

填补回报措

施及其承诺

的其他新的

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

不能满足该

等规定时，本

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证监

会作出的最

新规定出具

补充承诺。本

人若违反上

述承诺或拒

不履行上述

承诺，本人同

意按照证监

会和深交所

等证券监管

机构制定的

有关规定，对

本人作出相

关处罚或采

取相关管理

措施。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李卫国 

关于对非公

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

报采取填补

1、不越权干

预公司经营

管理活动，不

侵占公司利

2020 年 10 月

1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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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承诺 益；2、本承

诺出具日后

至本次非公

开发行 A 股

股票实施完

毕前，若证监

会作出关于

填补回报措

施及其承诺

的其他新的

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

不能满足该

等规定时，本

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证监

会作出的最

新规定出具

补充承诺。本

人若违反上

述承诺或拒

不履行上述

承诺，本人同

意按照证监

会和深交所

等证券监管

机构制定的

有关规定，对

本人作出相

关处罚或采

取相关管理

措施。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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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截止目前项目进展情况 

1 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高分子防水卷

材建设项目 

一号厂房建设完成，设备进场安装调试阶段 

2 年产2,700万平方米改性沥青防水卷材、2.5万吨

沥青涂料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升级项目（青岛

工厂） 

已投产使用 

3 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新型

节能保温密封材料项目 

厂房在建,设备进场安装调试阶段 

4 广东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花都生产基地

项目 

一期车间建设完成，设备进场安装调试阶段 

5 保定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目 涂料车间一期厂房建设完成 

6 东方雨虹海南洋浦绿色新材料综合产业园项目 厂房在建 

7 重庆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目 图纸设计阶段 

8 南通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目 厂房在建，设备进场安装调试阶段 

9 吉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目 图纸设计阶段 

10 南通金丝楠膜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3.5万吨功能

薄膜项目 

厂房在建 

11 东方雨虹新材料装备研发总部基地项目 已封顶，尚未完成装修 

12 天鼎丰年产15万吨非织造布项目 厂房在建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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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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