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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

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2、本次会议于2019年10月30日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程凡贵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黄建军、吴佑发和邹富兴先生，总经理林

峰先生，财务总监周锦明先生和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飞女士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已到期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由于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间已

结束，尚有2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519,000股股票期权未行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

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关联董事程凡贵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意见，独立董事对本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注销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 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30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19一198号公告。

2、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

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由于公司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业绩考核不达标或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关联董事程凡贵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意见，独立董事对本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注销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30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9一

199号公告。

3、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由于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业绩考核不达标或因

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联董事程凡贵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意见，独立董事对本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30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19一200号公告。

4、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之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有关规定以及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董事会认为，截止

2019年10月31日，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已满足， 同意办理符合行权条件的251名激励对象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

行权期可行权数量1,338.00万股。

公司董事长程凡贵先生为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故董

事长程凡贵先生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3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9一201号公告。

5、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

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480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1,189.15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49%。

公司关联董事程凡贵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意见，独立董事对本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解锁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3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9-202号公告。

6、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韶关正邦畜牧发展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韶关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拟在向商业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并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26,000万，有效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6年。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董事会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在此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的

签署事项。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韶关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19年10

月3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2019一203号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五届五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57�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9一197

债券代码：112612� � � �债券简称：17正邦01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

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19年10月30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建军先生主持，总经理林峰先生，财务总监周锦明先生和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飞女士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已到期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由于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

期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符合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股票期权的的公告》 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30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9一198号

公告。

2、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

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由于公司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

象业绩考核不达标或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符合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和《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30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9一

199号公告。

3、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由于公司部分限制性股

票对象业绩考核不达标或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30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19一200号公告。

4、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之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截止2019年10月31日，《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所规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业绩及其他条

件均符合激励计划中关于行权条件的相关规定， 授予股票期权激励的251名激励对象在等待

期内的绩效考核结果均符合行权要求，符合《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考核规定，同意公司办理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相关事宜。

《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3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9一201号公告。

5、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480名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等规定的不得成

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其在对应的限售期内的公司业绩及个人绩效等考核结果满足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办理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3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9一202号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五届四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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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已到期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次会议于2019年10月

3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5月22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

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7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3、2017年6月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

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激

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17年6月8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623名激

励对象授予4,425万份股票期权及533名激励对象授予4,813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7年7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

予权益数量的议案》， 将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156人调整为1,065人，首

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4,425万份调整为4,152万份，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4,813万股调整为

4,381万股，预留部分均不作变更。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

出具相应报告。

5、2017年7月27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17

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工作。2017年9月5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6、2018年1月19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5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2016年及2017年股

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75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5,230,000份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

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8年5月2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5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2016年及2017年股

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62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4,000,000份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

的相关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董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18年5月28日为

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55名激励对象授予800万份股票期权及171名激励对象授予950万股限

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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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年6月29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

137人共计9,230,000份股票期权的注销登记工作，本次注销完成后，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

整为443人。

9、2018年7月12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18年7月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

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应由4.68元/股调整为4.63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的

议案》，因公司2018年7月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2017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由5.01元/股调整为4.96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5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2016年及2017年股票期权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14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1,000,000份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

事宜；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的议案》， 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429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938.7万股，行权价格为4.63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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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18年7月24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7年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11、截止2018年7月27日，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条件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且公

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自主行权相关登记申报工作。本次可

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期限为2018年7月30日起至2019年7月26日止，行权价格：4.63元。

12、2018年8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6年及2017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5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766,000份（其中首次授予12人共计616,000份，预留3人共计

150,000）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

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18年12月2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6年、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决定对37名离职人员共计2,375,000份（其中首次授予25人共计1,745,000份，预留12人共计

63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

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2019年4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

对32名离职人员共计1,583,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监事会及

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5、2019年5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19年5月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

行调整。经本次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4.63

元/股调整为4.59元/股， 预留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4.96元/股调整为4.92元/

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

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6、2019年7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名离职人员共计275,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和预留授予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364名激励对象本次

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801.30万股，行权价格为4.59元/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

行权条件的120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309.50万股， 行权价格为4.92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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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7、2019年10月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由于公

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尚有

2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519,000股股票期权未行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未行权的

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13名

离职人员共计42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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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由于公司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尚有21名激

励对象持有的519,000股股票期权未行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

票期权进行注销。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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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

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由于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

期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符合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由于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间已

结束，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经核查， 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 符合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

效，且流程合规。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持

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华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注销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注销相关

事宜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事宜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注销部分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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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

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0月3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5月22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

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7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3、2017年6月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

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激

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17年6月8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623名激

励对象授予4,425万份股票期权及533名激励对象授予4,813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7年7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

予权益数量的议案》， 将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156人调整为1,065人，首

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4,425万份调整为4,152万份，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4,813万股调整为

4,381万股，预留部分均不作变更。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

出具相应报告。

5、2017年7月27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17

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工作。2017年9月5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6、2018年1月19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5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2016年及2017年股

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75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5,230,000份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

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8年5月2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5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2016年及2017年股

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62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4,000,000份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

的相关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董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18年5月28日为

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55名激励对象授予800万份股票期权及171名激励对象授予950万股限

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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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年6月29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

137人共计9,230,000份股票期权的注销登记工作，本次注销完成后，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

整为443人。

9、2018年7月12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18年7月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

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应由4.68元/股调整为4.63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的

议案》，因公司2018年7月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2017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由5.01元/股调整为4.96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5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2016年及2017年股票期权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14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1,000,000份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

事宜；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的议案》， 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429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938.7万股，行权价格为4.63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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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18年7月24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7年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11、截止2018年7月27日，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条件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且公

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自主行权相关登记申报工作。本次可

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期限为2018年7月30日起至2019年7月26日止，行权价格：4.63元。

12、2018年8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6年及2017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5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766,000份（其中首次授予12人共计616,000份，预留3人共计

150,000）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

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18年12月2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6年、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决定对37名离职人员共计2,375,000份（其中首次授予25人共计1,745,000份，预留12人共计

63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

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2019年4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

对32名离职人员共计1,583,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监事会及

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5、2019年5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19年5月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

行调整。经本次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4.63

元/股调整为4.59元/股， 预留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4.96元/股调整为4.92元/

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

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6、2019年7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名离职人员共计275,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和预留授予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364名激励对象本次

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801.30万股，行权价格为4.59元/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

行权条件的120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309.50万股， 行权价格为4.92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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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7、2019年10月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由于公

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尚有

2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519,000股股票期权未行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未行权的

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13名

离职人员共计42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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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8年8月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8年9月1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3、2018年9月17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2018年9月17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291名激励对象授予3,181.00万份股票期权及669名激励对象授予3,539.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8年11月1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18

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

放弃拟授予的全部或部分期权共计63万份。因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实际授予人数由291人调

整为281人，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3,181万份调整为3,118万份。

5、2018年12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6年、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决定对5名离职人员共计40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

及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

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19年4月1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

对17名离职人员共计2,61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监事会及

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9年5月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

意以2019年5月13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74名激励对象授予355万份股票期权及94名激励

对象授予395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

报告。

8、2019年5月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19年5月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已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09元/股调整为4.05元/股； 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2.05元/股调整

为2.01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的

议案》，因公司2019年5月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2018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行权/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预留授予部分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8.77元/股调整为18.73元/股，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9.39元/股调整

为9.35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

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19年7月2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18

年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拟授予的全部期权共计12万份。因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实际授予人数由74人调整为72人，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355万份调整为343万份。

10、2019年7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名离职人员共计60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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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19年10月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

定对7名离职人员共计46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对14名业绩考

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共计33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251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

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1,338.00万股，行权价格为4.05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原因及数量

（一）2017年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由于公司13名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黄官旺、张俊、蔡海乔、蒋文亮、陈东标、戴美荣、彭

东平、邹凤祥、陈梅英、仇银湘、胡罕等11人；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吴静、黄海波等2人）因个人原

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

销。

公司本次注销2017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为380,000股，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为40,

000股。本次注销完成后，2017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364人调整为353人；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120人调整为118人。

（二）2018年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

(1)�由于公司7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蔡海乔、朱德祥、吴宝田等3

人共计150,000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黄勤、夏平志、蒋见、胡绕生等4人共计310,000股）因个人

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

销。

(2)�由于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有14名激励对象业绩考核不达标，公司董事会决定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330,000股进行注销。

公司本次注销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为480,000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为310,

000股。本次注销完成后，2018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256人调整为253人；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72人调整为68人。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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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

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由于公司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

象业绩考核不达标或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符合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于公司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业绩

考核不达标或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经核查， 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 符合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流程合规。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

司2017年及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华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注销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注销相关

事宜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事宜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注销部分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的法律意见书；

5、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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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0月3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说明

如下：

一、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

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公司于2017年6月8日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3、 公司于2017年6月8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

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

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17年6月8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533名

激励对象授予4,813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

具相应报告。

4、公司于2017年7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将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4,813万股调整为4,381万股，预留部

分均不作变更。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5、2017年9月5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6、2018年1月19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2018年2月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14名离职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1,13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

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8年4月16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2018年5月8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1名离职人员共计200,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

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

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年5月2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9

名离职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550,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18年5月28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55名

激励对象授予800万份股票期权及171名激励对象授予950万股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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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公司已于2018年7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

述18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10、2018年7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18年7月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2017年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7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应由2.34元/股调整为2.29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的

议案》，因公司2018年7月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2017年预留部分

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2017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2.51

元/股调整为2.46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9名离职

人员共计530,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该议案已经2018年7月30日召开的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18年8月15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7年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18年8月20日。

12、2018年8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名离职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210,000股（其中首次授予2人共计100,000股，预留授予3人共

计110,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

会认为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50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1,239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3%，该议案已经2019年2月1

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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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18年12月2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1名离职人员共计1,840,000股（其中首次授予27人共计1,540,000股，预留授予4人共计30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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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4、公司已于2019年3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

述74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15、2019年4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决定对25名离职人员共计220.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20人共计199.5万股，预留授予5人共计

21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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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6、2019年5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19年5月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2017年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7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29元/股调整为2.25元/股，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2.46元/股调整为2.42元/

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

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7、2019年7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决定对2名离职人员共计10万股（均为预留授予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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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8、2019年8月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董事会同意办理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29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375.85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5%。

19、2019年8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董事会同意办理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404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1,090.50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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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019年10月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决定对6名离职人员共计27.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3人共计18万股，预留授予3人共计9.5万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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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8年8月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8年9月1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3、2018年9月17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2018年9月17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291名激励对象授予3,181.00万份股票期权及669名激励对象授予3,539.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8年11月7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18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19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

愿放弃（其中：182人全部放弃，10人部分放弃）拟授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980.50万

股。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人数由669人调整为487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539.0万股调整为2,558.5万股。

5、2019年4月1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决定对名5离职人员共计60万股首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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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19年5月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

意以2019年5月13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74名激励对象授予355万份股票期权及94名激励

对象授予395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

报告。

7、2019年5月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

事项的议案》，因公司2019年5月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2018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行权/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经本次调

整，2018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2.05元/股调整为2.01元/股。 预留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9.39元/股调整为9.35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

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9年7月11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决定对1名离职人员共计10万股首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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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19年7月16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18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2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

愿放弃（其中：16人全部放弃，6人部分放弃）拟授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74万股。因

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人数由94人调整为78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95万股

调整为321万股。

10、2019年10月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决定对1名离职人员预留授予共计3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对74名业绩考核不达标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

限制性股票55.1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

销的相关事宜。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

限售条件的480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1,189.15万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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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

（一）2017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1、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由于公司6名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段青云、冯晓寒、刘飞虎等3人；预留授予激励对象舒建

明、李伟平、董礼等3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75,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价格

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经

调整后，2017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2.29元/股调整为2.25元/股，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2.46元/股调整为2.42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数为180,000股，占首次授予数量的0.41%，占公司

总股本的0.0074%，回购价格为2.25元/股。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股数为95,000股，占预留部分

授予数量的1.15%，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9%，回购价格为2.42元/股。

3、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04人调整为401人，预留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129人调整为126人。

上述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8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1、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

(1)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刘永国1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

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有74名激励对象业绩考核不达标，公司董事会决

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51,000股进行回购

注销。

2、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价格

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经

调整后，2018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2.05元/股调整为2.01元/股，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9.39元/股调整为9.35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数为551,000股，占首次部分授予数量的2.15%，占

公司总股本的0.0225%，回购价格为2.01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数为30,000股， 占预留部分授予数量的0.93%，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12%，回购价格为9.35元/股。

3、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下转B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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