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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馬 鞍 山 鋼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Maanshan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323）

(1)建議採納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2)關連交易－激勵計劃下之建議授予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12月24日，董事會議決建議採納2021年A股限
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本激勵計劃有待於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以及類別
股東會議審議批准後方能生效。在本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以及類別
股東會議批准本激勵計劃前，本公司可能會應中國及╱或香港監管機構
的要求，修改本激勵計劃。建議採納激勵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要如下：

1. 限制性A股票激勵計劃

I. 目的與原則

為了進一步建立、健全本公司長效激勵機制，吸引和留住優秀
人才，充分調動核心骨幹員工的積極性，有效地將股東利益、
公司利益和員工個人利益結合在一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
辦法》（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令第148號）及《中央企業控股上
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工作指引》（國資考分[2020]178號）等有關規定，
結合本公司目前績效考核管理制度，制定激勵計劃。

II. 激勵對象的確定依據和範圍

(i) 激勵對象確定依據

本計劃激勵對象根據《公司法》、《證券法》、《指引》及《管理辦
法》等有關法律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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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相關規定，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而確定。本計劃的
激勵對象為實施本計劃時在任的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
員、其他領導班子成員、公司直管人員、核心技術技能人員
等。本計劃激勵對象不包括監事、獨立董事。參與本計劃的
員工在本計劃公告前一年度的績效考核結果為B及以上。

(ii) 激勵對象的範圍

本計劃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勵對象不超過 262人，具體包括：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其他領導班子成員、公司直管人員、
核心技術技能人員等。所有激勵對象必須與本公司或本公
司的子公司具有勞動關係或者在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子公司
擔任職務。

預留授予部分的激勵對象自本計劃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
12個月內確定，且不得重複授予本計劃首次授予的激勵對
象。經董事會提出、獨立董事及監事會發表明確意見、律師
發表專業意見並出具法律意見書後，本公司在指定網站按
要求及時準確披露當次激勵對象相關信息。若預留部份涉
及關聯人士，屆時本公司將遵守一切適用的《上市規則》規
定履行相應的信息披露或股東批准等規定（如需要）。超過
12個月未明確激勵對象的，預留權益失效。

所有參與本計劃的激勵對象不能同時參加其他任何上市公
司股權激勵計劃，已經參與其他任何上市公司激勵計劃的，
應在退出其他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計劃後（或與原任職上市
公司簽署回購協議後）方可參與本計劃。

III. 激勵計劃的股票數量和來源

(i) 標的股票的來源

本計劃採用限制性股票作為激勵工具，標的股票來源為本
公司定向發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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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標的股票的數量

本計劃擬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數量不超過 7,700萬股，約佔本
計劃公告時公司股本總額 770,068.12萬股的1%。其中，首次
授予不超過7,615萬股，佔授予總量的98.90%，約佔公司股本
總額的0.99%；預留 85萬股，佔授予總量的1.10%，約佔公司
股本總額的0.01%。

本計劃中任何一名激勵對象所獲授限制性股票數量未超過
本計劃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之前公司股本總額的1%。依據本
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及公司其他有效的股權激勵計劃累
計涉及的公司標的股票總量未超過公司股本總額的 10%。

IV.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授予日、鎖定期和解鎖期

(i)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

本計劃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記完成之日起至限制性
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購處理之日止，最長不超過72個月。

(ii) 激勵計劃的授予日

授予日由本公司董事會在本計劃經公司股東大會以及A股、
H股類別股東會議審議通過後確定，授予日必須為交易日。
本公司需在股東大會以及A股、H股類別股東會議審議通過
後且授予條件成就之日起 60日（不包括根據相關法律、法規
及上市規則規定的不得授予的日期）內，授予限制性股票並
完成登記、公告。本公司未能在60日內完成上述工作的，將
終止實施本計劃。

本公司在下列期間不得向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a) 本公司年度業績公告前六十日內、半年度業績╱季度業
績公告前三十日內，或有關財政年度、半年度╱季度期
間結束之日起至業績公告之日止期間（以較短者為準）。
因特殊原因推遲業績公告日期的，自原預約年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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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前六十日、半年度業績╱季度業績公告前三十日，
或有關財政年度、半年度╱季度期間結束之日起至業績
公告之日止期間（以較短者為準）起算；

(b) 本公司業績預告、業績快報公告前十日內；

(c) 自可能對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
影響的重大事件發生之日或者進入決策程序之日，至
依法披露後二個交易日內；

(d) 中國證監會及證券交易所規定的其他時間。

上述本公司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期間不計入60日期限之內。
授予日將遵守《上市規則》（包括《標準守則》）。

(iii) 激勵計劃的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記之日起24個月內為限售期。在限售
期內，限制性股票予以限售，不得轉讓、不得用於擔保或償
還債務。

激勵對象因獲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資
本公積轉增股本、派發股票紅利、股票拆細等股份同時按
本計劃進行鎖定。解除限售後，本公司為滿足解除限售條
件的激勵對象辦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滿足解除限售條件的
限制性股票由本公司回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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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激勵計劃的解除限售期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時間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時間

可解除限售

數量佔獲授

權益數量比例

第一個解除 

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記之日起 24個月後的首
個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記之日起
36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33%

第二個解除 

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記之日起 36個月後的首
個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記之日起
48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33%

第三個解除 

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記之日起 48個月後的首
個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記之日起
60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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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激勵計劃禁售期

本計劃的限售規定按照《公司法》、《證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
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執行，具體規定如下：

(a) 激勵對象為本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其在任職
期間每年轉讓的股份不得超過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總
數的25%；在離職後半年內，不得轉讓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b) 在本計劃最後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時，擔任公司
董事、高級管理職務的激勵對象獲授限制性股票總量
的20%（及就該等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限售至任職（或
任期）期滿後，根據其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任期考核或
經濟責任審計結果確定是否解除限售。如果任期考核
不合格或者經濟責任審計中發現經營業績不實、國有
資產流失、經營管理失職以及存在重大違法違紀的行為，
本公司有權對相關責任人任期內已經行權的權益（或由
此獲得的股權激勵收益）予以追回。

(c) 激勵對象為本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將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票在買入後 6個月內賣出，或者在賣出後 6
個月內又買入，由此所得收益歸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
事會將收回其所得收益。

(d) 在本計劃有效期內，如果《公司法》、《證券法》、《上市規則》
（包括《標準守則》）等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中對本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持有股份轉
讓的有關規定發生了變化，則這部分激勵對象轉讓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應當在轉讓時符合修改後的《公司
法》、《證券法》、《上市規則》（包括《標準守則》）等相關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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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限制性股票授予價格及其確定方法

授予價格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為每股人民幣 2.29元，即滿足授
予條件後，激勵對象可以每股人民幣 2.29元的價格購買本公司
向激勵對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授予價格的確定方法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的定價基準日為本計劃草案公佈日。
授予價格不得低於股票票面金額，且不得低於下列價格較高者
的60%：

(i) 本計劃草案公告前1個交易日公司標的股票交易均價；

(ii) 本計劃草案公告前20個交易日公司標的股票交易均價。

VI. 激勵對象的權益獲授及解除限售條件

(i)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條件

同時滿足下列授予條件時，本公司向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若下列任一授予條件未達成，則不能向激勵對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

(a) 本公司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未按照規定程序和要求聘請會計師事務所開展審計；

(2)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監事會或者審計部門對
上市公司業績或者年度財務報告提出重大異議；

(3) 發生重大違規行為，受到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及其
他有關部門處罰；

(4) 年度財務會計報告或內部控制評價報告被註冊會
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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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市後最近36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
程、公開承諾進行利潤分配的情形；

(6)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

(7)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b) 激勵對象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 經濟責任審計等結果表明未有效履職或者嚴重失職、
瀆職的；

(2) 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上市公司章程規定的；

(3) 在任職期間，有受賄索賄、貪污盜竊、洩露上市公
司商業和技術秘密、實施關聯交易損害上市公司
利益、聲譽和對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負面影響等
違法違紀行為，並受到處分的；

(4) 未履行或者未正確履行職責，給上市公司造成較
大資產損失以及其他嚴重不良後果的；

(5) 最近12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6) 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
不適當人選；

(7) 最近 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
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採取市場禁入措施；

(8) 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高級管理
人員情形的；

(9)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

(10)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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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條件

本公司滿足下列條件，方可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進行解除
限售。

(a) 本公司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未按照規定程序和要求聘請會計師事務所開展審計；

(2)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監事會或者審計部門對
上市公司業績或者年度財務報告提出重大異議；

(3) 發生重大違規行為，受到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及其
他有關部門處罰；

(4) 年度財務會計報告或內部控制評價報告被註冊會
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5) 上市後最近36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
程、公開承諾進行利潤分配的情形；

(6)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

(7)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發生上述任一情形，本計劃終止實施，所有全部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均由公司回購處理，回購價格為授予價格
與股票市價的較低值。市價為董事會審議回購事項前一個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

(b) 激勵對象未發生以下任一情形：

(1) 經濟責任審計等結果表明未有效履職或者嚴重失職、
瀆職的；

(2) 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上市公司章程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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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任職期間，有受賄索賄、貪污盜竊、洩露上市公
司商業和技術秘密、實施關聯交易損害上市公司
利益、聲譽和對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負面影響等
違法違紀行為，並受到處分的；

(4) 未履行或者未正確履行職責，給上市公司造成較
大資產損失以及其他嚴重不良後果的；

(5) 最近12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6) 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
不適當人選；

(7) 最近 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
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採取市場禁入措施；

(8) 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高級管理
人員情形的；

(9)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

(10)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激勵對象出現上述 (1)–(4)情形的，上市公司回購其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為授予價格與股票市價
的較低值）、追回其因解除限售獲得的股權激勵收益，
並依據法律及有關規定追究其相應責任。激勵對象發
生上述其他情形的，本公司按照授予價格回購其持有
的限制性股票。市價為董事會審議回購事項前一個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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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公司層面業績考核要求：

(1) 本計劃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業績考核目標如下：

解除限售期 業績考核條件

第一個解除限售期 2022年淨資產現金回報率不低於 22%，且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值；2022年利潤總額（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複合增長率（定比基準年度）不低於 7%，且不
低於對標企業75分位值；2022年完成公司董事會制
定的年度EVA考核目標，同時，EVA改善值（較2020年）
不低於人民幣2.5億；

第二個解除限售期 2023年淨資產現金回報率不低於 24%，且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值；2023年利潤總額（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複合增長率（定比基準年度）不低於 7%，且不
低於對標企業75分位值；2023年完成公司董事會制
定的年度EVA考核目標，同時，EVA改善值（較2020年）
不低於人民幣3.5億；

第三個解除限售期 2024年淨資產現金回報率不低於 28%，且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值；2024年利潤總額（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複合增長率（定比基準年度）不低於 10%，且不
低於對標企業75分位值；2024年完成公司董事會制
定的年度EVA考核目標，同時，EVA改善值（較2020年）
不低於人民幣6億；

註： 1. 基準年度為激勵計劃草案公佈日歸屬年度的上一

財務年度；2.淨資產現金回報率=年度EBITDA值╱

年度平均淨資產，EBITDA=利潤總額+財務費用+

當期計提的折舊與攤銷；3.除上述業績考核指標外，

董事會可根據相關內部考核指標完成情況，調整

相應業績考核年度解除限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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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予、解除限售考核對標企業的選取

根據申萬行業分類標準，本公司屬於「SW－鋼鐵－
普鋼」行業，選取同樣歸屬此行業的上市公司共 21
家（不包括本公司）作為對標企業，具體如下：

證券代碼 證券簡稱 證券代碼 證券簡稱

603878.SH 武進不鏽 000717.SZ 韶鋼松山
600581.SH 八一鋼鐵 000761.SZ 本鋼板材
600010.SH 包鋼股份 600307.SH 酒鋼宏興
600231.SH 淩鋼股份 601003.SH 柳鋼股份
601005.SH 重慶鋼鐵 000709.SZ 河鋼股份
600569.SH 安陽鋼鐵 600282.SH 南鋼股份
600022.SH 山東鋼鐵 600782.SH 新鋼股份
600126.SH 杭鋼股份 002110.SZ 三鋼閩光
000932.SZ 華菱鋼鐵 000778.SZ 新興鑄管
000898.SZ 鞍鋼股份 000959.SZ 首鋼股份
600019.SH 寶鋼股份

解除限售業績考核過程中，上述對標樣本業績波
動幅度過大（非生產性因素等影響），出現統計學異
常值，即數值明顯偏離對標樣本的絕大部分數值，
致使對標的考核意義減弱，公司董事會可剔除、更
換或者增加相關樣本，以體現對標考核的真實性。

(3) 解除限售期業績考核目標未達成的處理

本計劃任一考核年度解除限售期業績考核目標未
達成，本公司按授予價格與市價較低值回購對應
業績考核年度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市價為董事會
審議回購事項前一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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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激勵對象個人層面考核

根據本公司制定的《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業
績考核辦法》，激勵對象只有在相應考核年度績效考核
滿足條件的前提下，才能部分或全額解除限售當期限
制性股票，個人績效考核系數與解除限售比例根據公
司層面業績考核對應的會計年度個人的績效考核結果
確定，具體以公司與激勵對象簽署的《限制性股票授予
協議書》約定為準。

個人年度績效考核結果與解除限售比例的關係具體見
下表：

考核結果 AAA AA A B C   

個人績效考核系數 1.0 0.8 0

考核年度考核合格後激勵對象才具備當期限制性股票
的解除限售資格，個人當期實際解除限售額度＝個人
績效考核係數×個人當期可解除限售額度（按董事會審
定的相應業績考核年度解除限售比例確定）。當期未能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授予價格與股票市價的孰
低值回購。市價為董事會審議回購事項前一個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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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考核指標的科學性和合理性說明

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考核指標分為兩個層次，分別
為公司層面業績考核、個人層面績效考核。

根據國務院國資委相關規定，業績指標應當包含反映股東
回報和公司價值創造的綜合性指標、反映企業持續成長能
力的指標及反映企業運行質量的指標。基於上述規定，本
公司激勵計劃結合了國有企業市場實踐以及公司行業特點，
選擇符合本公司實際的業績指標作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的公司層面業績考核指標，包括淨資產現金回報率、利潤
總額（扣除非經常性損益）複合增長率及EVA，該指標體系
是公司較為核心的財務指標，反映了本公司的股東回報、
生產效率、成長能力和公司價值創造的能力，經過合理規
劃並兼顧本計劃的激勵作用，本公司為本計劃設定了合理
的考核目標。

除公司層面外，本公司對個人還設置了有效的績效考核體系，
能夠對激勵對象的工作績效進行較為準確、全面的綜合評價。
本公司將根據激勵對象對應考核年度績效考評結果，確定
激勵對象個人是否達到解除限售的條件。

綜上，本計劃的考核體系具有全面性、綜合性及可操作性，
考核指標設定具有良好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同時對激勵對
象具有約束效果，能夠實現本計劃的考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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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限制性股票的調整方法、程序

(i) 限制性股票數量的調整方法

若在本計劃公告當日至激勵對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記
期間，本公司有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
細、配股或縮股等事項，應對限制性股票數量進行相應的
調整。調整方法如下：

(1) 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細

Q＝Q0 ×（1＋n）

其中：Q0為調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數量；n為每股的資本
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細的比率（即每
股股票經轉增、送股或拆細後增加的股票數量）；Q為
調整後的限制性股票數量。

(2) 配股

Q＝Q0 × P1 ×（1＋n）╱（P1＋P2 × n）

其中：Q0為調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數量；P1為股權登記日
當日收盤價；P2為配股價格；n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
股數與配股前公司股本總額的比例）；Q為調整後的限
制性股票數量。

(3) 縮股

Q＝Q0 × n

其中：Q0為調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數量；n為縮股比例（即
1股本公司股票縮為 n股股票）；Q為調整後的限制性股
票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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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授予價格的調整方法

若在本計劃公告當日至激勵對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記
期間，本公司有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
細、配股、縮股或派息等事項，應對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
進行相應的調整。調整方法如下：

(1) 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細

P＝P0÷（1＋n）

其中：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n為每股的資本公積轉
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細的比率；P為調整後
的授予價格。

(2) 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P1為股權登記日當日收
盤價；P2為配股價格；n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數與
配股前股份公司股本總額的比例）；P為調整後的授予價格。

(3) 縮股

P＝P0÷n

其中：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n為縮股比例；P為調整
後的授予價格。

(4) 派息

P＝P0-V

其中：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V為每股的派息額；P為
調整後的授予價格。經派息調整後，P仍須大於 1。

(5)  本公司在發生增發新股的情況下，限制性股票授予價
格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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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調整的程序

本公司股東大會授權公司董事會依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調整
限制性股票數量或授予價格的權利。因其他原因需要調整
限制性股票數量、授予價格或其他條款的，應經董事會審
議後，重新報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本公司聘請律師應就上述調整是否符合中國證監會或相關
監管部門有關文件規定、公司章程和本計劃的規定向董事
會出具專業意見。

VIII. 異動處理

(i) 本公司發生異動的處理

本公司出現下列情形之一的，本計劃終止實施，激勵對象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本公司按照授予價格與股票
市價的較低值回購。市價為董事會審議回購事項前一個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

(1) 未按照規定程序和要求聘請會計師事務所開展審計；

(2)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監事會或者審計部門對上市
公司業績或者年度財務報告提出重大異議；

(3) 發生重大違規行為，受到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及其他有
關部門處罰；

(4) 年度財務會計報告或內部控制評價報告被註冊會計師
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5) 上市後最近36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程、
公開承諾進行利潤分配的情形；

(6)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

(7)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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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公司出現下列情形之一時，按本計劃的規定繼續執行：

(1) 本公司控制權發生變更；

(2) 本公司出現合併、分立等情形。

(iii)  本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
遺漏，導致不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條件或解除限售安排的，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本公司統一回購處理。限制性
股票已解除限售的，所有激勵對象應當返還股權激勵收益。
對上述事宜不負有責任的激勵對象因返還權益而遭受損失的，
可按照本計劃相關安排，向本公司或負有責任的對象進行
追償。

董事會應當按照上述規定和本計劃相關安排收回激勵對象
所得收益。

(iv) 激勵對象個人情況發生變化

1. 激勵對象發生職務變更，但仍在公司內或在公司下屬
控股子公司任職的，由公司決定其獲授的限制性股票
按以下方式之一處理：

（1） 完全按照職務變更前的規定程序進行考核及解除
限售；

（2） 由公司按照授予價格回購。

2. 激勵對象因死亡、退休、不受個人控制的崗位調動與公
司解除或終止勞動關係的，原定解除限售的時間和條
件不變，解除限售比例按激勵對象在對應業績年份的
任職時限確定。剩餘尚未達到可解除限售時間限制和
業績考核條件的限制性股票不再解除限售，由公司按
照授予價格加上銀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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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勵對象辭職、因個人原因被解除勞動關係的，激勵對
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本公司按授予價格與
市價孰低值進行回購。市價為董事會審議回購事項前
一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

4. 激勵對象成為獨立董事或監事等不能持有公司限制性
股票的人員時，激勵對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由本公司按照授予價格加上銀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
和回購。

5. 激勵對象出現以下情形的，激勵對象應當返還其因股
權激勵帶來的收益，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本
公司回購，回購價格為回購時市價與授予價格的孰低值。
市價為董事會審議回購事項前一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價。

(1) 經濟責任審計等結果表明未有效履職或者嚴重失職、
瀆職的；

(2) 在任職期間，有受賄索賄、貪污盜竊、洩露上市公
司商業和技術秘密、實施關聯交易損害上市公司
利益、聲譽和對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負面影響等
違法違紀行為，並受到處分的；

(3) 未履行或者未正確履行職責，給上市公司造成較
大資產損失以及其他嚴重不良後果的；

(4) 出現違反國家法律法規、違反職業道德、失職或瀆
職等行為，嚴重損害本公司利益或聲譽，給本公司
造成直接或間接經濟損失；

(5) 因違反本公司規章制度，違反本公司員工獎懲管
理等相關規定，或嚴重違紀，被予以辭退；

(6) 因犯罪行為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7) 違反有關法律法規或公司章程的規定，給本公司
造成不當損害。

6. 其他未說明的情況由董事會參照《指引》確定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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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本公司與激勵對象之間爭議的解決

本公司與激勵對象發生爭議，按照本計劃和《限制性股票授
予協議書》的規定解決；規定不明的，雙方應按照國家法律
和公平合理原則協商解決；協商不成，應提交公司住所所
在地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訴訟解決。

IX. 限制性股票回購原則

(i) 回購數量的調整方法

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記後，若本公司發生資本公積轉增
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細、配股、縮股等事項，本公
司應對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購數量進行相應的
調整。調整方法如下：

1. 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細

Q＝Q0×（1＋n）

其中：Q0為調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數量；n為每股的資本
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細的比率（即每
股股票經轉增、送股或拆細後增加的股票數量）；Q為
調整後的限制性股票數量。

2. 配股

Q＝Q0×P1×（1＋n）÷（P1＋P2×n）

其中：Q0為調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數量；P1為股權登記日
當日收盤價；P2為配股價格；n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
股數與配股前公司總股本的比例）；Q為調整後的限制
性股票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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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縮股

Q＝Q0×n

其中：Q0為調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數量；n為縮股比例（即
1股公司股票縮為 n股股票）；Q為調整後的限制性股票
數量。

4.  本公司在發生增發新股的情況下，限制性股票的數量
不做調整。

(ii) 回購價格的調整方法

本公司按本計劃規定回購限制性股票的，除本計劃相關條
款有特別明確約定外，回購價格均為授予價格，但需對回
購價格進行調整的除外。

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記後，若本公司發生資本公積轉增
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細、配股、縮股等影響本公司
股本總額或公司股票價格事項的，本公司應對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購價格做相應的調整。

1. 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票拆細

P＝P0÷(1＋n)

其中：P為調整後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P0為每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價格；n為每股公積金轉增股本、派
送股票紅利、股票拆細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經轉增、送
股或股票拆細後增加的股票數量）。

2. 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1為股權登記日當天收盤價；P2為配股價格；n為
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數與配股前公司總股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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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縮股

P＝P0÷n

其中：P為調整後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P0為每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價格；n為每股的縮股比例（即 1股股
票縮為n股股票）。

4.  本公司在發生增發新股的情況下，限制性股票的回購
價格不做調整。

(iii) 回購的程序

本公司董事會應在股東大會的授權範圍內及時審議與上述
規定相關的回購方案，涉及事項需股東大會批准的，應及
時提交股東大會審議。本公司按照本計劃的規定實施回購時，
應向證券交易所申請解除限售該等限制性股票，經證券交
易所確認後，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辦理登記結算事宜。

2. 激勵計劃的授予建議

本段載有關於限制性股票授予建議方案的主要條款詳情。限制性股
票授予建議方案的相關內容須遵守激勵計劃的規限條文。限制性股
票授予建議方案未有訂明的其他規定，應參考激勵計劃相關條款確定。

(I) 授予建議項下限制性股票所涉相關股份數量

本計劃擬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數量不超過7,700萬股，約佔本計劃
公告時本公司股本總額770,068.12萬股的1%。其中首次授予不超
過7,615萬股，佔授予總量的98.90%，約佔本公司股本總額的0.99%；
預留85萬股，佔授予總量的1.10%，約佔本公司股本總額的0.01%。

本計劃中任何一名激勵對象所獲授限制性股票數量未超過本
計劃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之前公司股本總額的1%。依據本計劃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及公司其他有效的股權激勵計劃累計涉及的
公司標的股票總量未超過公司股本總額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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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建議的7,700萬股限制性股票外，本公司並無任何計劃於本公
司總股本10%的限額內授出進一步限制性股票。倘本公司決定
於本公司總股本10%的限額內授出額外限制性股票，則該授出
將遵守聯交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而本公司將適時
就該授予另外刊發公告。

(II) 授予建議項下限制性股票所涉相關股份數量

本計劃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勵對象不超過262人，具體包括：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其他領導班子成員、公司直管人員、核心技術
技能人員等。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勵對象間的分配情況如
下表所示：（以下百分比計算結果四捨五入）

姓名 職務

限制性

股票數目

佔授予

限制性股票

總數（包括

預留授予）

的概約比例

佔於激勵

計劃公告

日期已發行

股份總數

的概約比例

（萬股）

丁毅 董事長 85 1.10% 0.01%

毛展宏 副總經理 60 0.78% 0.01%

任天寶 副總經理 60 0.78% 0.01%

伏明 副總經理 60 0.78% 0.01%

章茂晗 副總經理 60 0.78% 0.01%

何紅雲 董事會秘書 33 0.43%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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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務

限制性

股票數目

佔授予

限制性股票

總數（包括

預留授予）

的概約比例

佔於激勵

計劃公告

日期已發行

股份總數

的概約比例

（萬股）

其他核心管理、技術、技
能人員（256人） 7,257 94.25% 0.94%

首次授予合計（262人） 7,615 98.90% 0.99%

預留 85 1.10% 0.01%

合計 7,700 100.00% 1.00%

註：

(1) 本計劃激勵對象未參與兩個或兩個以上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計劃，激勵

對象中沒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權的主要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及其配偶、

父母、子女。

(2) 在本計劃有效期內，高級管理人員個人股權激勵預期收益水平，嚴格

按照國家有關政策規定執行。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水平應參照國有資產

監督管理機構或部門的原則規定，依據公司績效考核與薪酬管理辦法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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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首次授予，若干激勵對象為本公司或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
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故此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包括附屬公
司層面的關連人士）。上述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詳情如下：

姓名 關連關係

限制性

股票數目

佔授予

限制性股票

總數（包括

預留授予）

的概約比例

佔於

激勵計劃

公告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

概約比例

（萬股）

丁毅 本公司董事 85 1.10% 0.011%

毛展宏 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 60 0.78% 0.008%

任天寶 本公司董事 60 0.78% 0.008%

伏明 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 60 0.78% 0.008%

章茂晗 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 60 0.78% 0.008%

王光亞 附屬公司董事 45 0.58% 0.006%

何紅雲 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 33 0.43% 0.004%

邢群力 附屬公司董事、監事 39 0.51% 0.005%

許繼康 附屬公司董事 28 0.36% 0.004%

張健 附屬公司董事 28 0.36% 0.004%

張永翔 附屬公司董事 39 0.51% 0.005%

趙勇 附屬公司董事 39 0.51% 0.005%

余周松 附屬公司董事 28 0.36% 0.004%

趙雲龍 附屬公司董事 28 0.36% 0.004%

張勇 附屬公司董事 28 0.36% 0.004%

曹天明 附屬公司董事 39 0.51% 0.005%

張衛明 附屬公司董事 28 0.36% 0.004%

王文寶 附屬公司董事 39 0.51% 0.005%

張峰 附屬公司董事 39 0.51% 0.005%

馬春風 附屬公司董事 28 0.36% 0.004%

李通 附屬公司董事 39 0.51% 0.005%

樂志海 附屬公司董事 28 0.36% 0.004%

聶慶文 附屬公司監事 28 0.36% 0.004%

徐軍 附屬公司董事 39 0.51% 0.005%

安濤 附屬公司董事 39 0.51%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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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關連關係

限制性

股票數目

佔授予

限制性股票

總數（包括

預留授予）

的概約比例

佔於

激勵計劃

公告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

概約比例

（萬股）

李翔 附屬公司董事 39 0.51% 0.005%

楊霄 附屬公司監事 28 0.36% 0.004%

劉愛兵 附屬公司董事 28 0.36% 0.004%

程德利 關連人士親屬 28 0.36% 0.004%

陸強 附屬公司董事 20 0.26% 0.003%

方金榮 附屬公司監事 39 0.51% 0.005%

郭斐 附屬公司董事 39 0.51% 0.005%

夏仕卿 附屬公司董事 22 0.29% 0.003%

蘇瓏 附屬公司監事 22 0.29% 0.003%

所有上述激勵對象將放棄就採納激勵計劃及根據激勵計劃向
關連人士建議授出首次授予項下的限制性股票的股東決議案
投票。

根據激勵計劃獲授預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建議激勵對象的數
目及身份尚未釐定，誠如本公告中「1.限制性A股票激勵計劃－
II.激勵對象的確定依據和範圍－(ii)激勵對象的範圍」一段所述，
預留授予的激勵對象將於激勵計劃在股東大會上獲審批之日
起計12個月內釐定。於確定預留授予的鼓勵對象後，本公司將
適時就該等鼓勵對象的詳情另刊發公告。倘任何激勵對象為本
公司關連人士，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 項下的相關規定（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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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授予日

授予日由本公司董事會在本計劃經公司股東大會以及A股、H
股類別股東會議審議通過後確定，授予日必須為交易日。本公
司需在股東大會以及A股、H股類別股東會議審議通過後且授
予條件成就之日起60日（不包括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上市規則
規定的不得授予的日期）內，授予限制性股票並完成登記、公告。
本公司未能在60日內完成上述工作的，將終止實施本計劃。

本公司在下列期間不得向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a) 本公司年度業績公告前六十日內、半年度業績╱季度業績
公告前三十日內，或有關財政年度、半年度╱季度期間結束
之日起至業績公告之日止期間（以較短者為準）。因特殊原
因推遲業績公告日期的，自原預約年度業績公告日前六十日、
半年度業績╱季度業績公告前三十日，或有關財政年度、半
年度╱季度期間結束之日起至業績公告之日止期間（以較短
者為準）起算；

(b) 本公司業績預告、業績快報公告前十日內；

(c) 自可能對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
的重大事件發生之日或者進入決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
後二個交易日內；

(d) 中國證監會及證券交易所規定的其他時間。

上述本公司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期間不計入60日期限之內。
授予日將遵守《上市規則》（包括《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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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授予價格及其確定方法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為每股人民幣 2.29元，即滿足授
予條件後，激勵對象可以每股人民幣 2.29元的價格購買本公司
向激勵對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的定價基準日為本計劃草案公佈日。
授予價格不得低於股票票面金額，且不得低於下列價格較高者
的60%：

(i) 本計劃草案公告前1個交易日公司標的股票交易均價；

(ii) 本計劃草案公告前20個交易日公司標的股票交易均價。

激勵計劃的生效程序

公司董事會應當依法對本計劃決議。董事會審議本計劃時，作
為激勵對象的董事或與其存在關聯關係的董事應當迴避表決。
董事會應當在審議通過本計劃並履行公示、公告程序後，將本
計劃提交股東大會審議；同時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負責實施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購工作。

獨立董事及監事會應當就本計劃是否有利於公司持續發展，是
否存在明顯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形發表意見。公司聘
請的財務顧問對本計劃的可行性、是否有利於公司的持續發展、
是否損害公司利益以及對股東利益的影響發表專業意見。

本計劃經國務院國資委審核批准，公司股東大會（包括A股、H
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方可實施。公司應當在召開股東
大會前，通過公司網站或者其他途徑，在公司內部公示激勵對
象名單（公示期不少於10天）。監事會應當對股權激勵名單進行
審核，充分聽取公示意見。公司應當在股東大會審議本計劃前 5
日披露監事會對激勵名單審核及公示情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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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東大會在對本計劃進行投票表決時，獨立董事應當就本
計劃向所有股東徵集委託投票權。股東大會應當對《管理辦法》
第九條規定的股權激勵計劃進行表決，並經出席會議的股東所
持表決權的2/3以上通過，單獨統計並披露除公司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單獨或合計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東以外的
其他股東的投票情況。

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本計劃時，作為激勵對象的股東或者與激勵
對象存在關聯關係的股東，應當迴避表決。本計劃經公司股東
大會審議通過，且達到本計劃規定的授予條件時，公司在規定
時間內向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經股東大會授權後，董事
會負責實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購。

3. 《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股權激勵相關事宜的議案》

為保證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順利實施，本公司董事會
同意提請臨時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實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勵
計劃的有關事項：

(1) 提請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負責具體實施激勵計劃的以下事宜：

1) 授權董事會發行不超過 7,700萬股A股作為激勵計劃項下的
限制性股票。

2) 授權董事會確定激勵計劃的授予日。

3) 授權董事會在公司出現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
股票拆細或縮股、配股、派息等事宜時，按照《激勵計劃》規
定的方法對限制性股票的數量及授予價格進行相應的調整。

4) 授權董事會在激勵對象符合條件時向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並辦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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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授權董事會對激勵對象的解除限售資格和解除限售條件進
行審查確認，決定激勵對象是否可以解除限售，並辦理激
勵對象解除限售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6) 授權董事會辦理激勵計劃的變更與終止，包括但不限於取
消激勵對象的解除限售資格，對激勵對象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進行回購及相關修改公司章程、辦理公司註冊
資本的變更登記等事宜。

7) 授權董事會按照《激勵計劃》管理和調整激勵計劃，包括但
不限於調整激勵計劃涉及的對標企業樣本。但法律、法規
或有權機構要求該等制定或修改需獲股東大會或╱和有權
機構批准的除外。

8) 授權董事會決議或辦理實施激勵計劃所需的包括但不限於
修改公司章程、辦理公司註冊資本的變更登記等其他必要
事宜，但有關法律文件明確規定需由股東大會行使（且不得
轉授，如適用）的權利除外。

(2) 提請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就激勵計劃向有關政府、機構
辦理審批、登記、備案、核准等手續，簽署、執行、修改、完成向
有關政府、機構、組織、個人提交的文件，以及做出其認為與激
勵計劃有關的必須、恰當或合適的所有行為。

(3) 提請公司股東大會同意，股東大會向董事會授權的期限與激勵
計劃有效期一致。

上述授權事項，除法律、法規、規章、規範性文件、《激勵計劃》或公
司章程等明確規定需由董事會決議通過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可由董
事長或其授權的適當人士代表董事會直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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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中國最大的鋼鐵生產商及銷售商之一，主要從事鋼鐵產品的
生產和銷售。

採納激勵計劃的理由及裨益

請參閱本公告「目的與原則」一節。

激勵計劃旨在進一步建立、健全本公司長效激勵機制，吸引和留住優秀
人才，充分調動核心骨幹員工的積極性，有效地將股東利益、公司利益
和員工個人利益結合在一起。董事會認為採納激勵計劃有助於本公司
實現上述目標，並認為激勵計劃的條款屬正常商業條款，是公平合理並
符合本公司和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激勵計劃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7章的股份期權計劃。

首次授予中，若干激勵對象為本公司及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的董事或
最高行政人員（請參閱本公告第25至26頁），因此屬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授予限制性A股票予本公司關連人士（包括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將
構成本公司不獲豁免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申報、公
告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將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就向關連人士的激勵對象進行授予限制
性股票事宜，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本公司亦將委任獨立財務顧問，就
本公司向關連人士的激勵對象進行授予限制性股票事宜，向獨立董事
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另外，隨後根據激勵計劃授予預留限制性A股票（包括預留授予）亦可能
牽涉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包括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在這種情況下
將構成本公司不獲豁免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申報、
公告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倘根據激勵計劃作出後續授予（包括
預留授予），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本公司會遵守一切適用的《上市
規則》規定，包括但不限於刊發公告及╱或通函（列明有關後續授予的資
料）及尋求獨立股東批准有關後續授予。根據激勵計劃後續授予預留限
制性A股票將遵守《上市規則》（包括《標準守則》）。



– 32 –

丁毅先生及任天寶先生為本公司的董事及激勵計劃建議首次授予之激
勵對象，故已於董事會會議上就有關激勵計劃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股東大會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會議考慮批准本激勵計劃及建
議授予（包括關連人士的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多項決議案。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激勵計劃的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財務顧問
就擬採納的激勵計劃中擬向關連人士的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向獨
立股東出之意見函，連同臨時股東大會和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通告的通
函，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地向股東寄發。

釋義

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A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之已
上市A股，有關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市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章程

「考核管理辦法」 指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
辦法

「聯繫人」 指 具有適用於本公司的《上市規則》所賦予的
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類別股東大會」 指 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

「本公司」或「公司」 指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有適用於本公司的《上市規則》所賦予的
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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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首次授予」 指 根據激勵計劃向激勵對象建議授予不多於
7,615萬股限制性A股票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在
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外資股，以港幣認購及
交易

「獨立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母公司及其關連人士除外）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管理辦法》」 指 《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2018年修訂）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激勵對象」 指 根據激勵計劃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人士包
括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其他領導
班子成員、公司直管人員、核心技術技能
人員等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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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建議」 指 根據激勵計劃向激勵對象授予不超過7,700

萬股限制性A股票的數量的建議

「預留授予」 指 根據激勵計劃向激勵對象預留授予不超過
85萬股限制性A股票的數量的建議

「限制性A股票」或 

「限制性股票」
指 本公司根據激勵計劃向激勵對象授予的A

股股票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母公司」 指 馬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為一家國有控股
有限責任公司。公司前身為為馬鞍山馬鋼
總公司，於1998年9月獲政府批准改制成為
馬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經不
時修訂、補充或其他方式修改

「本計劃」或 

「激勵計劃」或 

「限制性股票激勵 

計劃」

指 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A股股票激勵計劃

「《證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

「股東」 指 本公司股票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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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何紅雲

董事會秘書

2021年12月 24日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丁毅、任天寶
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春霞、朱少芳、王先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