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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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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2,751,512股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重机”、“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期）（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

就，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100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实际可解锁共计2,751,512股限制性

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批准及实施情况 

2019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

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期）（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中航重机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议案》。监事会

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律

师出具了关于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2020年3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

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中航重机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独立董事对激

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见书。 

2020年3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国务院

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获得国资委审核

通过。 

2020年4月15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

议案》、《关于中航重机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0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0年6月8日，授予价

格为6.89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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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出具了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

书。 

2020年7月2日和2020年7月8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关于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和《关于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股份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的补充公告》。根据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和股东大会对董事

会办理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期）实施有关事项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完成了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的股份授予和登记工作。实际授予股票数量为

607.7万股，授予人数共计106人，登记完成日期为2020年6月29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022年7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及监事会均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设定

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确定上述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律师发表了相应的法

律意见。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解锁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

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7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公司回购注销共计6名因离

职、工作调动和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进行了核查，同意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45,000股限制性

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确定上述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律师发表了相应的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解锁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日即2020年6月8日起24个月为

禁售期，禁售期满次日起的3年（36个月）为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自首次授予

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为第一个解锁期，可申请解锁获授标的股票总数的33.3%。截至2022年6月9日，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已到达。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公司对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约定的解锁条件进行了审查，详见下表： 

序号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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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

锁条件。 



序号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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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 

3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的业绩条件： 

限制性股票禁售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分别为343,807,842.18元、27

1,522,962.71元。授予日前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即2017年度-20

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平均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平均净利润分别为257,640,401.

69元、135,751,111.93元。故20

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均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达到解除限售时的业绩条件。 

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分别为 890,640,048.04元、

723,891,554.33元。 

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即2017年度-2019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平均净利润

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平均净利润分

别为257,640,401.69元、135,751,

111.93元。故2021年度归属于上



序号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均不低于授予日

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

平且不为负，达到解除限售时

的业绩条件。 

4 

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业绩条件： 

可解除限售日前一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不低于4.70%; 

可解除限售日前一会计年度较草案公告前一会计

年度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6.40%; 

可解除限售日前一会计年度营业利润率不低于

5.30%; 

且三个指标均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业75分位值。 

(1)剔除2019年、2021年非公开

发行影响后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2021年的加权净资产

收益率为12.52%，高于解锁业

绩条件4.7%，且高于同行业对

标企业75分位值5.27%。 

(2)可解除限售日前一会计年度

（即2021年）较草案公告前一

会计年度（即2018年）的营业

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8.07%，高

于解锁业绩条件6.4%，且高于

同行业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16.24%。 

(3)可解除限售日前一会计年度

（即2021年）营业利润率为

12.97%，高于解锁业绩条件

5.3%，且高于同行业对标企业

75分位值7.71%。 

5 

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个人绩效评价结

果： 

在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在三个

解除限售日依次可申请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上

限为激励计划获授股票数量的 33.3%、 33.3%

和 33.4%，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与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具体考核结果对应

的解锁比例如下： 

 

 

 

 

 

注:当期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全部由公司统

一回购注销。 

等级 当期解除限售比例 

A 100% 

B 100% 

C 60% 

D 0% 

根据《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和《关于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期）股份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的补充公告》，激励对象共计

106人，除了6名激励对象限制

性股票需要回购外，100名激励

对象中85人2021年度个人绩效

评价结果为A级，15人2021年个

人业绩评价结果为B级，因此

100名激励对象第一期可解除

限售的比例均为100%。  

（三）公司层面满足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业绩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公



司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战略、市场环境等相关因素，对上述业绩指标、水平、同

行业标杆公司进行调整和修改，在年度考核过程中行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

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授权在年终考核时

剔除或更换样本。”具体情况如下： 

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根据《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若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公司进行发行证券募集资金的，计算净资产收益率时不考虑

因发行证券募集资金对净资产的影响。” 

2021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8.98%，鉴于

2019年、2021年公司进行了发行证券募集资金，剔除了2021年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后为12.52%，高于解锁条件要求的4.70%及对标企业75分位值5.27%。具体指标

见表1。 

表1：对标企业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净资产收益率 

600765.SH 中航重机 12.52% 

对标企业 

对标企业75分位值 5.27% 

600501.SH 航天晨光 1.49% 

600391.SH 航发科技 0.16% 

000678.SZ 襄阳轴承 -5.13% 

601989.SH 中国重工 -1.80% 

600218.SH 全柴动力 4.26% 

600343.SH 航天动力 -13.69% 

000768.SZ 中航西飞 

3.66%（中航西飞于2021年完

成重大资产重组，故予以剔

除。） 

600243.SH 青海华鼎 -12.99% 

000595.SZ 宝塔实业 -21.13% 

000837.SZ 秦川机床 4.82% 

300126.SZ 锐奇股份 0.70% 

601177.SH 杭齿前进 3.15% 

002483.SZ 润邦股份 6.91% 

000404.SZ 长虹华意 0.95% 

603315.SH 福鞍股份 4.98% 



002633.SZ 申科股份 -3.31% 

000570.SZ 苏常柴A 0.20% 

600875.SH 东方电气 5.55% 

600038.SH 中直股份 10.00% 

600893.SH 航发动力 1.92% 

600372.SH 中航电子 6.29% 

600316.SH 洪都航空 0.83% 

002013.SZ 中航机电 8.26% 

000738.SZ 航发控制 6.17% 

注1：对标企业中航西飞于2021年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因此本次测算剔除

中航西飞2021年度扣非净资产收益率指标。 

注2：根据《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

上述公司财务指标均采用剔除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中航特材工业

(西安)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影响后的数据。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21年度较2018年度复合增长率 

公司2021年较2018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8.07%，高于解锁条件要求的

6.40%，且高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16.24%。具体指标见表2。 

表2：对标企业2021年较2018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 

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 2021年度营业总收入 

2021年较2018

年营业收入复

合增长率 

600765.SH 中航重机 5,339,724,398.30 8,789,901,985.93 18.07% 

对标企业 

对标企业75分位值 16.24% 

600501.SH 航天晨光 2,632,249,323.67 4,079,136,539.04 15.72% 

600391.SH 航发科技 2,364,272,867.39 3,504,521,069.01 14.02% 

000678.SZ 襄阳轴承 1,490,778,671.37 1,317,694,927.11 -4.03% 

601989.SH 中国重工 44,483,528,277.66 39,539,359,088.30 -3.85% 

600218.SH 全柴动力 3,477,083,409.01 5,508,197,839.47 16.57% 

600343.SH 航天动力 1,887,773,395.56 1,225,998,641.43 -13.40% 

000768.SZ 中航西飞 33,468,320,833.27 32,699,770,691.70 

-0.77%（中航西

飞于2021年完

成重大资产重

组，故予以剔

除。） 

600243.SH 青海华鼎 763,513,327.68 676,025,669.21 -3.98% 

000595.SZ 宝塔实业 432,317,736.74 174,767,013.87 -26.06% 



000837.SZ 秦川机床 3,188,240,554.94 5,052,396,076.87 16.59% 

300126.SZ 锐奇股份 583,196,648.94 625,928,494.59 2.39% 

601177.SH 杭齿前进 1,634,974,773.65 2,140,022,101.55 9.39% 

002483.SZ 润邦股份 1,960,503,136.63 3,846,814,512.86 25.19% 

000404.SZ 长虹华意 8,910,813,202.13 13,199,061,830.01 13.99% 

603315.SH 福鞍股份 335,359,967.73 951,248,952.20 41.56% 

002633.SZ 申科股份 161,873,826.64 212,172,364.80 9.44% 

000570.SZ 苏常柴A 2,139,272,523.92 2,452,430,515.60 4.66% 

600875.SH 东方电气 30,706,145,358.82 47,819,166,940.47 15.91% 

600038.SH 中直股份 13,065,513,622.05 21,789,854,719.38 18.59% 

600893.SH 航发动力 23,102,024,803.26 34,102,193,377.49 13.86% 

600372.SH 中航电子 7,643,430,114.13 9,839,298,853.60 8.78% 

600316.SH 洪都航空 2,417,799,695.89 7,214,281,276.61 43.97% 

002013.SZ 中航机电 11,637,179,956.46 14,992,204,845.40 8.81% 

000738.SZ 航发控制 2,746,407,657.37 4,156,777,896.56 14.81% 

注1：对标企业中航西飞于2021年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因此本次测算剔除

中航西飞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21年度较2018年度复合增长率指标。 

注2：根据《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

上述公司财务指标均采用剔除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中航特材工业

(西安)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影响后的数据。 

3、2021年度营业利润率 

公司2021年度营业利润率为12.97%，高于解锁业绩条件5.3%，且高于同行

业对标企业75分位值7.71%。具体指标见表3。 

表3:对标企业2021年度营业利润率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营业利润率 

600765.SH 中航重机 12.97% 

对标企业 

对标企业75分位值 7.71% 

600501.SH 航天晨光 2.16% 

600391.SH 航发科技 1.47% 

000678.SZ 襄阳轴承 -3.72% 

601989.SH 中国重工 0.45% 

600218.SH 全柴动力 2.72% 

600343.SH 航天动力 -24.00% 

000768.SZ 中航西飞 
2.44%（中航西飞于2021年完

成重大资产重组，故予以剔



除。） 

600243.SH 青海华鼎 -16.36% 

000595.SZ 宝塔实业 -102.18% 

000837.SZ 秦川机床 6.88% 

300126.SZ 锐奇股份 0.02% 

601177.SH 杭齿前进 8.85% 

002483.SZ 润邦股份 10.44% 

000404.SZ 长虹华意 2.47% 

603315.SH 福鞍股份 8.53% 

002633.SZ 申科股份 -5.27% 

000570.SZ 苏常柴A 4.60% 

600875.SH 东方电气 5.56% 

600038.SH 中直股份 4.66% 

600893.SH 航发动力 3.83% 

600372.SH 中航电子 8.96% 

600316.SH 洪都航空 2.47% 

002013.SZ 中航机电 10.22% 

000738.SZ 航发控制 14.44% 

注1：对标企业中航西飞于2021年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因此本次测算剔除

中航西飞2021年度营业利润率指标。 

注2：根据《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

上述公司财务指标均采用剔除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中航特材工业

(西安)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影响后的数据。 

综上，董事会认为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的

解锁条件已经达成，且本次实施的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与已披露

的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无差异。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为100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2,751,512股，

占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授予股份总数的32.34%，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的0.19%。对于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工作调动及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等原因

未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公司将予以回购并注销。 

三、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情况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

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冉兴 董事长、总经理  350,000   116,550  33.3% 

毛智勇 副总经理  70,000   23,310  33.3% 

张正原 副总经理  280,000   93,240  33.3% 

胡灵红 副总经理  70,000   23,310  33.3%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770,000 256,410 33.3%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业务）人员及子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管

理、营销、技能核心骨干等

共计96人 

7,492,800 2,495,102 33.3% 

合计（100人）  8,262,800   2,751,512  33.3%  

注1：2022年5月，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 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故激励对象获得的限制性股票相应

增加。 

注2：上述人员不包括因离职、工作调动及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等原因未

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6名激励对象及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9,809,088 -2,751,512 137,057,576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32,485,002 2,751,512 1,335,236,514 

总计 1,472,294,090 - 1,472,294,090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和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均符合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中对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要求，公司对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相关事项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的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评价结果相符，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同意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相关内容及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

本次解锁期解锁业绩条件达成情况、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成情况及解锁期可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情况合法、有效。监事会同意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已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

解锁需满足的条件业已成就；本次解锁的相关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可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符合《中航重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

订稿）》的相关规定。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机构认为：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

时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

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已成就。 

综上，联合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办理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

个解锁期解锁。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航重机监事会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期）第一次解锁及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重机股份A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