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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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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张建欣已离职，其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有关规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6,180

股。

由于公司在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后，实施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

当时总股本783,602,6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092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835元）。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

据激励计划调整方法，张建欣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授予价格8.01元/股调整为7.959907

元/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83,405,987股减至783,349,807股，注册资本将随之发生

变动。具体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5）。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公司各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

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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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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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特别提示：

●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56,180股，回购价格为7.959907元/股；本次拟注销的股票期权68,285

份。

●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783,405,987股减至783,349,807股。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7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017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

核实〈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章程》中所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合法、有效。

3、2017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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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7年9月8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5、2017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6、2017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

案》。监事会对调整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发表了相

关意见。

7、2017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期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8、2017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期的议案》。

9、2017年11月，公司完成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登记，实际授予35名激励对象6,809,559份

（不含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完成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共授予29名激励对象4,806,499

股（不含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0、2018年1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18年3月23日， 公司完成了对已离职对象

张天诚、 王树1,454,432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与1,767,830份股票期权的注销工作。 公司股份总数由785,

057,049股变为783,602,617股。

11、2018年6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18年8月9日， 公司完成了对已离职对象樊华、

徐翔196,63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与238,999份股票期权的注销工作。公司股份总数由783,602,617股变为

783,405,987股。

12、2018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以及注销股票期权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1、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张建欣已离职， 其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根据

《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有关规定，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

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公司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张建欣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56,180股。

由于公司在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后，实施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当时

总股本783,602,6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092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835元）。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激

励计划调整方法， 张建欣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授予价格8.01元/股调整为7.959907元/

股。

2、股票期权的注销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张建欣已离职， 其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根据

《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有关规定，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准

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

并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8,285份。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办理上述事项已经过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无需再次经过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按

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事宜。

三、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预计在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前将解除929,769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

）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9,572,057 17.82% -56,180 139,515,877 17.81%

其他内资持股

139,572,057 17.82% -56,180 139,515,877 17.81%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129,500,247 16.53% 129,500,247 16.53%

境内自然人持股

10,071,810 1.29% -56,180 10,015,630 1.28%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43,833,930 82.18% 643,833,930 82.19%

人民币普通股

643,833,930 82.18% 643,833,930 82.19%

三

、

股份总数

783,405,987 100.00% -56,180 783,349,807 100.00%

四、监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

票涉及的激励对象、数量和价格进行了审核，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

象张建欣已离职，同意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6,180股，回购价格为7.959907元/股；

同意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68,285份。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及《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试行）》及《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

合规，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股票期权注销事项。

六、律师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的相关事项已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取

得现阶段必要的相关批准与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相关内容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相关事项尚需依照《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等程序并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注销相关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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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及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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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汉股份” 或“公司” ）于2018年11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

预留部分授予的议案》，鉴于公司实际情况，根据《公司限制性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

要求，公司决定取消激励计划预留部分1,571,475股限制性股票与2,151,936份股票期权的授予，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1、2017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017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

核实〈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章程》中所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合法、有效。

3、2017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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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7年9月8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5、2017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6、2017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

案》。监事会对调整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发表了相

关意见。

7、2017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期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8、2017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期的议案》。

9、2017年11月，公司完成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登记，实际授予35名激励对象6,809,559份

（不含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完成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共授予29名激励对象4,806,499

股（不含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0、2018年1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18年3月23日， 公司完成了对已离职对象

张天诚、 王树1,454,432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与1,767,830份股票期权的注销工作。 公司股份总数由785,

057,049股变为783,602,617股。

11、2018年6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18年8月9日， 公司完成了对已离职对象樊华、

徐翔196,63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与238,999份股票期权的注销工作。公司股份总数由783,602,617股变为

783,405,987股。

12、2018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取消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取消授予的原因及取消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股权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

月内明确预留权益的授予对象；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自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9月8日）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起，本

次确定预留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期限已逾12个月。鉴于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取消授予

预留的1,571,475股限制性股票与2,151,936份股票期权。

三、本次取消授予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取消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的授予，不影响公司当前的股本结构，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与公司持续发展。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公司取消授予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同时，我们认为公司取消授予预留部分权益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股本结构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取消授予预

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的相关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7年9月8日召开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且公司未在股东大会通过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之后12个月内确定预留部分权益授予对象，本次取消预留

权益授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监事会同意本次取消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事项。

六、律师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关于取消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

预留部分授予的相关事项已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

的规定取得现阶段必要的相关批准与授权。关于取消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的相

关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关于取消本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的相关事项尚需依照《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等程序。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取消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的法律意见书。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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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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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汉股份” 或“公司” ）于2018年11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

件予以注销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达成，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未达到行权条件的相应期权予以注销，本次拟注销股票期权数量为1,

420,321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1、2017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017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

核实〈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章程》中所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合法、有效。

3、2017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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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7年9月8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5、2017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6、2017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

案》。监事会对调整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发表了相

关意见。

7、2017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期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8、2017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期的议案》。

9、2017年11月，公司完成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登记，实际授予35名激励对象6,809,559份

（不含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完成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共授予29名激励对象4,806,499

股（不含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0、2018年1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18年3月23日， 公司完成了对已离职对象

张天诚、 王树1,454,432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与1,767,830份股票期权的注销工作。 公司股份总数由785,

057,049股变为783,602,617股。

11、2018年6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18年8月9日， 公司完成了对已离职对象樊华、

徐翔196,63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与238,999份股票期权的注销工作。公司股份总数由783,602,617股变为

783,405,987股。

12、2018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情况说明

（一）未达到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在本计划通过后，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首

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日为2017年10月31日。

在可行权期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可在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的

未来48个月内，分三批行权。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比

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60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激励对象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业绩考核要求方可行权：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行权，以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

条件。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条件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比

例

第一个行权期

2017

年营业收入达到

361,640

万元

30%

第二个行权期

2018

年营业收入达到

456,200

万元

30%

第三个行权期

2019

年营业收入达到

577,740

万元

40%

期权的行权条件达成，则激励对象按照计划规定比例行权。如公司业绩考核未达到考核目标条件时，该

部分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9,503万元，不符合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达到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根

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对相应期权予以注销。

（二）本次注销的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期权数量

（

股

）

本次注销的期权数量

（

股

）

占激励计划已授出期权总

数的比例

李红 董事会秘书

250,379 75,113 30%

关明广 副总裁

250,379 75,113 30%

班均 董事

182,094 54,628 30%

段亚娟 董事

182,094 54,628 30%

曹进 董事

、

常务副总裁

455,235 136,570 30%

陈辉 董事

、

副总裁

273,141 81,942 30%

陈建 副总裁

136,571 40,971 30%

董海斌 副总裁

136,571 40,971 30%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

共

22

人

）

2,867,981 860,385 30%

合计

4,734,445 1,420,321 30%

三、本次获授股票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将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获授股票期权予以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与公司持续发展。

四、独立董事意见

因公司2017年业绩未能达到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将注销30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予1,420,321份股票期权，此次注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

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我们同意注

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对应股票期权。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因公司2017年业绩未能达到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

将注销3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予1,420,321份股票期权，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权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监事会同

意注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对应股票期权。

六、律师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

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相关事项已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

计划（草案）》的规定取得现阶段必要的相关批准与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相关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

（草案）》的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相关事

项尚需依照《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等程序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注销相关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的法律意见书。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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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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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汉股份” 或“公司” ）于2018年11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相关事宜。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4人，可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929,769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783,405,987股的0.1187%。

一、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1、2017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017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

核实〈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章程》中所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合法、有效。

3、2017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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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7年9月8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5、2017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6、2017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

案》。监事会对调整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发表了相

关意见。

7、2017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期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8、2017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期的议案》。

9、2017年11月，公司完成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登记，实际授予35名激励对象6,809,559份

（不含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完成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共授予29名激励对象4,806,499

股（不含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0、2018年1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18年3月23日， 公司完成了对已离职对象

张天诚、 王树1,454,432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与1,767,830份股票期权的注销工作。 公司股份总数由785,

057,049股变为783,602,617股。

11、2018年6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18年8月9日， 公司完成了对已离职对象樊华、

徐翔196,63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与238,999份股票期权的注销工作。公司股份总数由783,602,617股变为

783,405,987股。

12、2018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锁定期已满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锁定期为自完成登记之日起12个月，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7年11月16日。

本激励计划下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设3个解锁日，依次为锁定期满的次日及该日的第一个、第二个周

年日（遇节假日顺延为其后的首个交易日），解锁比例分别为30%、30%、40%。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

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明

本激励计划下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如下：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以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

锁条件。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条件

可解锁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2017

年净利润达到

31,120

万元

30%

第二个解锁期

2018

年净利润达到

37,470

万元

30%

第三个解锁期

2019

年净利润达到

45,690

万元

40%

在解锁日，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如公司当年业绩考核达不到业绩考核目标

条件时，该部分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2）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以激励对象个人业绩作为调节限制性股票可解锁数量的条件。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考核办法》分

年进行考核，根据个人的绩效考核评价指标确定绩效结果。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比例

如下：

个人绩效结果 限制性股票可解锁比例

80

分以上

100%

71

一

80

分

80%

60

一

70

分

70%

60

分以下

0%

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份额，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统一回购注销。

2017年公司实现净利润42,086.04万元，达到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符合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根据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2017年度绩效考核情况的核实，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

股份数为929,769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783,405,987股的0.1187%。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

根据上述考核要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股份数为929,769股，占目前公司

股本总额783,405,987股的0.1187%。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中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将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本次解除限售股权激励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

股

）

占激励计划已授出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股票数量比例

李红 董事会秘书

205,993 61,797 30%

关明广 副总裁

205,993 61,797 30%

班均 董事

149,813 44,943 30%

段亚娟 董事

149,813 44,943 30%

曹进 董事

、

常务副总裁

374,532 112,359 30%

陈建 副总裁

112,360 33,708 30%

董海斌 副总裁

112,360 33,708 30%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

共

17

人

）

1,788,393 536,514 30%

合计

3,099,257 929,769 30%

注：1、2017年11月，公司完成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29名，

共授予限制性股票4,806,499股；

2、激励对象陈建、董海斌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授予完成后当选为公司副总裁；

3、激励对象张天诚、王树、樊华、徐翔、张建欣已离职，前述5人已不具备股权激励对象资格。其中，张天

诚、王树、樊华、徐翔4人所持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已按照规定完成回购注销工作，共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651,062股,注销股票期权2,006,829份。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核查

意见

本次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考核合

格，且符合其他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等

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2、本次可解除限售的24名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包括公司业绩考核要求与激

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要求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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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包括锁定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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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解除限售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限制性股票的

解除限售手续。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摘要、《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公司24名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为24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929,769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

手续。

七、律师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可解除限售的相关事项已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的

规定取得现阶段必要的相关批准与授权。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相关内

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相关事项尚需依照《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等程序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法律意见书。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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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

天津凯华奎恩10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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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特别提示：

1、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天津凯华奎

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公开挂牌形式对外转让；

2、本次挂牌转让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尚需在

北京产权交易所履行公开挂牌程序；

3、本次挂牌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4、本次挂牌转让事项完成后，天津凯华奎恩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一、交易概述

2018年11月19日，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汉股份” 或“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天津凯华奎恩100%股权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汉

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汉置业” ）将其所持有的天津凯华奎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凯华奎恩” ）100%股权以公开挂牌形式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对外转让，挂牌价格以评估价格为基础，

最终成交价格经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资者摘牌价确定。

公司董事会已授权经营层根据公开挂牌的结果，具体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相关

合同、组织实施股权过户及收取股权转让款等事项）。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因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目前尚不能确定交易对方。公司将根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披

露交易对方及相关后续进展情况。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津凯华奎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666143219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聚海道东侧

法定代表人：张绪龙

注册资本：3,00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7年10月29日

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静海县开发区聚海道东侧，宗地编号为津静（挂）2007-06）；

房地产信息咨询；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田汉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4,822,731.23 270,461,654.55

负债总额

312,374,772.01 340,368,048.23

应收款项总额

397,107.50 418,462.43

或有事项总额

0 -

净资产

-67,552,040.78 -69,906,393.68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17,186,721.90 0

营业利润

-18,601,723.95 -2,360,952.99

净利润

-18,596,498.85 -2,354,352.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17,399.02 -15,414,247.92

注：以上2017年12月31日数据已经审计。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标的为天津凯华奎恩100%股权，该股权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等情况，也不存在查封和冻结情况。标的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18年10月31日，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1.44亿元，天津凯华奎恩尚需支付京汉

置业1.71亿元借款本息及173万元代付工资；公司将在正式成交时合理解决上述担保及债权债务问题。

公司本次收购标的由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众联评报字

[2018]第1293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10月31日，天津凯华奎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账面总资产为27,046.17万元，负债为34,036.80万元，净资产-6,990.64万元，采用

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38,601.29万元，增值11,555.12万元，增值率42.72%；总负债评估值34,037.76万元，

增值0.95万元，增值率0.003%；股东全部权益价值4,563.53万元，增值11,554.17万元，增值率165.28%。

具体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27,021.61 38,575.37 11,553.76 42.76

2

非流动资产

24.55 25.92 1.36 5.55

3

固定资产

22.31 24.59 2.27 10.18

4

无形资产

1.06 1.33 0.27 25.92

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8 - -1.18 -100.00

6

资产总计

27,046.17 38,601.29 11,555.12 42.72

7

流动负债

19,636.80 19,637.76 0.95 0.00

8

非流动负债

14,400.00 14,400.00 - -

9

负债总计

34,036.80 34,037.76 0.95 0.003

10

净资产

-6,990.64 4,563.53 11,554.17 165.28

注：评估报告有效期为一年，即自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使用有效。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将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履行公开挂牌转让程序，最终成交价格、支付方式等协议主要内容目前

尚无法确定，公司将在确定交易对方后签署交易协议，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挂牌转让天津凯华奎恩股权，是公司业务发展与资产优化的需要，本次出售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

司的资产结构，充实公司经营资金，集中资源做好优势业务，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本次交易符合公司业

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涉及的财务影响尚需根据公开挂牌成交结果确定。交

易完成后，天津凯华奎恩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天津凯华奎恩100%股权事项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增强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合规、合法。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挂牌转让股权事项。

七、其他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交易进展情况，

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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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11月19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11月15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给各监事。会议应到监事3名，

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

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摘要、《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公司24名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为24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929,769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

手续。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82）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因公司2017年业绩未能达到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

将注销3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予1,420,321份股票期权，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权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监事会同

意注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对应股票期权。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183）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于2017年9月8日召开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且公司未在股东大会通过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之后12个月内确定预留部分权益授予对象，

本次取消预留权益授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取消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事项。

《关于取消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84）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

票涉及的激励对象、数量和价格进行了审核，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

象张建欣已离职，同意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6,180股，回购价格为7.959907元/股；

同意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68,285份。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5）详见《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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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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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8年11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于2018年11月15日以书面、电话或传真形式发给各董事。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监事和高管

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天津凯华奎恩100%股权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推进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将

其所持有的天津凯华奎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公开挂牌形式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对外转让，挂牌

价格以评估价格为基础，最终成交价格经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资者摘牌价确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经营层履行挂牌所需相关程序，签署挂牌相关法律文件，根据公开挂牌的结果，具

体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相关合同、组织实施股权过户及收取股权转让款等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天津凯华奎恩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18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

售的议案》

根据《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京汉实

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

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同意按照公司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为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929,769股，占

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1187%。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公司上述

事宜发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可解除限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2）。

公司董事班均先生、曹进先生、陈辉先生、段亚娟女士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本议案的关

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

议案》

由于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达标，根据《京汉实业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

所获授的可行权数量1,420,321股将予以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公司上述

事宜发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

予以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3）。

公司董事班均先生、曹进先生、陈辉先生、段亚娟女士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本议案的关

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

的议案》

根据《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相关规定，

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1,571,475股，预留股票期权2,151,936份，上述预留部分应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

励相关事项后12个月内确定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鉴于公司的实际情况，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要求，公司将取消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预留部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公司上述

事宜发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取消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预

留部分授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4）。

公司董事班均先生、曹进先生、陈辉先生、段亚娟女士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本议案的关

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张建欣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其已不符合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同意回购注

销张建欣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6,180股，回购价格为7.959907元/股；同意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

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68,285份。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85）。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为783,349,807股，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为78334.9807万元，需对公

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公司上述

事宜发表了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2018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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