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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讀大唐荔鄉 感懷冼夫人文化
「品鑒嶺南」 中國著名作家採
風團一行 23 日晚來到廣東茂名，
當晚受到茂名市委常委、宣傳部
長倪謙等當地官方熱情接待，並
在茂名迎賓館舉行簡樸的贈書儀
式。24 日一早，採風團一行先後
前往茂名高州貢園、根子鎮橋頭
村、冼太廟、冼太夫人故里文化
旅遊景區參觀。
賀安安 李苑立 王佳樂

大唐荔鄉景美故事多
貢園位於被稱為 「荔鄉」的茂名高州市根子鎮，這
裏現存有 80 餘畝荔枝林，樹齡 500 年以上的百餘棵，
千年以上的也有 9 棵。因此貢園也被人們尊稱為 「荔
枝博物館」。走進枝繁葉茂的貢園，在造型各異的古
樹前，作家們紛紛駐足拍照留念。
據貢園工作人員介紹，唐朝高力士當年貢奉給楊貴
妃品嚐的荔枝就摘於此，此後又進貢給皇帝，所以人
們稱此果園為 「貢園」。 「貢園」所在的根子鎮有
「中國荔枝第一鎮」之稱，這裏的荔枝品種和產量均
居國內首位，現在不但產果，還成為廣東省的著名旅
遊景點，每年吸引大批中外遊客慕名觀光。
2000 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在
廣東省視察工作時，曾專程參觀過 「貢園」，並在根
子鎮親手栽下一棵 「中華紅」荔枝樹。當日，採風團
一行來到這裏參觀，這株 「中華紅」已經枝繁葉茂，
華蓋成蔭，也成為了網紅打卡點。
登上根子鎮的紅荔閣，放眼望去，浮山嶺像一個側

作家在千年古荔枝樹下合影

冼太廟講解員細說冼夫人傳奇故事
臥睡覺的人。當地人介紹，晉朝的潘茂名在此得道成
仙，這也是茂名市名的來歷，茂名是中國首個用人姓
名命名的地級市。
在橋頭鎮望仙亭，史佳麗看着路邊四處開得正豔的
三角梅動情地說： 「第一次看到黃顏色的三角梅，很
驚喜。這裏有山有水，村民都有 『三園』（菜園、果
園、花園），到處是花卉和健康食品，真是個好地
方。」北京聯合大學藝術總監、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衣
向東也很喜歡黃色的三角梅，他當即要了當地人的微
信，商量在他北京的家中移栽一株。

弘揚冼夫人文化正當時
在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高州冼太廟，作家們了
解到，冼夫人是公元 6 世紀時的嶺南百越族女首領，
是廣東茂名人，一生致力於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功
績卓著，被周總理稱為 「中國巾幗英雄第一人」，更
被民間尊稱為 「嶺南聖母」，在廣東、海南、東南亞
等地有廣泛影響。
後人為紀念冼夫人在各地興建了許多冼太廟，僅在

作家參訪冼太夫人故里

作家採風團一行在茂名 陸紹龍攝
茂名地區就超過 300 座，高州冼太廟是高州地區規模
最大的一座。該廟始建於明嘉靖十四年(公元 1535
年)，嘉靖四十三年和清同治年間先後重修，是目前
全國現存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冼太廟。冼太廟分前
殿、中殿、正殿。磚木結構，紅牆綠瓦，斗拱飛檐，
運用彩繪、堆塑、雕刻等藝術形式，表現出濃郁的民
族風格和地方風貌。
據介紹，江澤民視察高州冼太廟時，曾盛讚冼夫人
維護國家統一、增強民族團結的精神，稱她為 「我輩
後人永遠學習的楷模」。
如今，茂名人正不斷挖掘和傳承冼夫人文化。當天
下午，作家們前往冼太夫人故里文化旅遊景區參觀，
並在巨幅冼夫人塑像前鞠躬致敬，隨後合影留念。據
介紹，為了將冼夫人的愛國情懷進一步傳承，茂名正
在籌拍一部 40 集電視連續劇《冼夫人傳奇》，預計
明年殺青。
參觀完後，採風團團長關仁山表示，冼太夫人故
里文化旅遊區的建築布局宏偉大氣，說明當地對開
發這一寶貴歷史文化非常用心。茂名打造的好心文
化源自於冼夫人，這也是冼夫人給後人留下的一筆
巨大精神財富。特別是其名言 「唯用一好心」，既
飽含傳統文化智慧，還具有深刻的哲學思考，體現
了誠信、責任與擔當，這是一種巨大的悲憫情懷，
與我們新時代弘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異曲同
工，茂名抓住了這個要點，可以說在文化建設上走
在了前列。

茂品採風團成員名單
採風團團長：
關仁山：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魯迅文學獎
獲得者。主要作品和編劇的影視作品有《天高
地厚》《日頭》《麥河》《唐山大地震》等。

採風團成員：
季宇：安徽省文聯原主席，主要作品《權力
的十字架》《段祺瑞傳》《生命啟示錄》、
20 集電視劇劇本《徽商》《辛亥風雲》等編
劇。
何立偉：湖南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代表
作品有《像那八九點鐘的太陽》《小城無故
事》《當時明月當時人》等。
龍一：天津市作協副主席，電視劇《潛伏》
的原作者。主要作品《烹調愛情》《借槍》
《代號》《暗探》等。
史佳麗：作家出版社編輯部主任，資深文學
編輯，散文家，評論家。 「中國少數民族駿馬
獎」 「小說月報百花獎」 獲得者。
衣向東：北京聯合大學藝術總監，魯迅文學
獎獲得者。主要代表作《牟氏莊園》《吹滿風
的山谷》等。

（上接 A8）
3. 本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为：
解除限售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除满足解除限售时的法定条件外，还需同
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条件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①以 2019 年为基数，2022 年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
② 2022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3.36%；
③以 2019 年为基数，2022 年华谊旗下蜂花、回力老字号品牌销售收入复合增长
第一个解除限
率不低于 3%；
售期
④ 2022 年安全环保投入占制造业收入比例不低于 1.8%；
⑤ 2022 年研发费用占制造业收入比例不低于 2.2%；
⑥ 2022 年公司业绩综合指数（注 1）处于对标企业中上游水平（注 2）。
①以 2019 年为基数，2023 年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
② 2023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3.53%；
③以 2019 年为基数，2023 年华谊旗下蜂花、回力老字号品牌销售收入复合增长
第二个解除限
率不低于 3%；
售期
④ 2023 年安全环保投入占制造业收入比例不低于 1.8%；
⑤ 2023 年研发费用占制造业收入比例不低于 2.2%；
⑥ 2023 年公司业绩综合指数处于对标企业中上游水平。
①以 2019 年为基数，2024 年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
② 2024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3.7%；
③以 2019 年为基数，2024 年华谊旗下蜂花、回力老字号品牌销售收入复合增长
第三个解除限
率不低于 3%；
售期
④ 2024 年安全环保投入占制造业收入比例不低于 1.8%；
⑤ 2024 年研发费用占制造业收入比例不低于 2.2%；
⑥ 2024 年公司业绩综合指数处于对标企业中上游水平。

注 1：在业绩考核中，根据公司在价值创造、成长能力和运营质量等方面全
面提升、追求卓越的要求，构建包含归母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
投入（注 3）三个细分指标竞争力指数的业绩综合指数评价体系，以衡量华谊
集团的业绩综合实力。具体评价规则如下：
战略导向
细分指标
战略重要性权重

成长能力
归母净利润增长率
50%

价值创造
净资产收益率
30%

运营质量
研发投入
20%

业绩综合指数 = ∑（公司各细分指标竞争力指数 × 战略重要性权重），其
中公司各细分指标竞争力指数 = 集团各细分指标在对标企业中的分位值。
注 2： 业绩综合指数处于对标企业中上游水平是指：业绩综合指数达到
60 分位开始具备解除限售条件，达到 60（含）-65 分位时，解除限售比例为
60%；达到 65（含）-70 分位时，解除限售比例为 70%，达到 70（含）-75 分
位时，解除限售比例为 85%；达到或超过 75 分位时，解除限售比例为 100%。
注 3：研发投入是指上市公司报表数据中研发投入合计项目（包含费用化和
资本化研发投入）。
注 4：在股权激励有效期内，公司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股票等行为，
如需剔除该等行为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授权董事会进行调整。
对涉及上海市政府重大产业规划调整的重大突发事件，以及因会计政策发
生变化等发生重大调整的等非经营性因素影响，在考核时将酌情考虑。
本计划股权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公司未满足上述业
绩考核指标目标要求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
子公司层面考核安排：华谊集团子公司每个考核年度设置一定的业绩考核
指标，子公司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与其所属子
公司对应考核年度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挂钩。实际业绩≥业绩考核指标，解
除限售比例 100%，实际业绩 < 考核指标，按完成情况同比例解除限售，实际
业绩 < 业绩考核指标 60% 的，解除限售比例为 0。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业绩条件
根据公司制定的《股权激励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
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解除限售当期限制性股票，具体解除限售比例依据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绩效评价中的特殊情况由董事会裁定。具体
如下：
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评价
结果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可解除限售比例

100%

100%( 高级管理
人员为 90%)

60%

0%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在完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的前提下，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
划的规定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各年可解除限售比例 = 个人所在公司层面年度考
核结果对应的可解除限售比例 × 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评价结果对应的可解除限
售比例。
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且不得递延至下
期解除限售。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
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统
一回购注销。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与解除限售业绩条件与本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一致。
九、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授予及解除限售程序
（一）本计划的实施程序
1. 公司薪酬委员会负责拟定本计划草案。
2. 公司董事会应当依法对本计划作出决议。董事会审议本计划时，作为激
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表决。董事会应当在审议通
过本计划并履行公示、公告程序后，将本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负责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购工作。
3.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就本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
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意见。
4. 上海市国资委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申请材料进行审核，上市公司在取
得有关批复文件后的 2 个交易日内进行公告。
5. 本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前，
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
不少于 10 天）。监事会应当对股权激励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
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计划前 5 日披露监事会对激励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
的说明。
6. 公司股东大会在对本次激励计划进行投票表决前，独立董事应当就本次
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股东大会应当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表

决，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单独统计并披露除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投票情况。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时，作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
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7. 本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达到本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时，公
司在规定时间内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经股东大会授权后，董事会负责
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购等。
（二）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程序
1.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后，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
议书》，以此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
具体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事宜。
2. 公司在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前，董事会应当就本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
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议并公告。
3.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
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意
见。
5.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本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独立董事、监事
会（当激励对象发生变化时）、律师事务所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
6. 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应当在 60 日内授予权益并完成公告、
登记；有获授权益条件的，应当在条件成就后 60 日内授出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
公司未能在 60 日内完成上述工作的，应当及时披露未完成的原因，并宣告终
止实施股权激励，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得再次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根据
《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不得授出权益的期间不计算在 60 日内。）
7、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前，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
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三）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程序
1、在解除限售时，公司应确认激励对象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董事会应
当就本激励计划设定的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议，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
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条件是否成就出
具法律意见。对于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统一办理解除限售事
宜，对于未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其持有的该次解除限售对
应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实施情况的公告。
2、激励对象可对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转让，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股份的转让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解除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前，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
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十、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原则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当公司按本计划规
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时，公司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其他公司股票进行回
购。
根据本计划需对回购价格、回购数量进行调整的，按照以下方法做相应调整。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公司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获授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其他公司股票进行回购。调整方法
如下：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 ＝ Q0×（1 ＋ 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
票数量），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缩股 Q ＝ Q0×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n 为缩股比例（即 1 股公司股票缩
为 n 股股票），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配股 Q ＝ Q0×P1×（1 ＋ n）/（P1 ＋ P2×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 为
配股价格，n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4、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不做调整。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派息、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公司按照调整后的价格对激励对
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获授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公司股票进行回购。调整方
法如下：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 ＝ P0÷（1 ＋ 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回购价格，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P 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调整后的 P 仍需大于 1。
2、缩股 P ＝ P0÷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价格，n 为缩股比例，P 为调整后的价格，调整后的 P
仍需大于 1。
3、派息 P ＝ 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价格，调整后
的 P 仍需大于 1。
4、配股 P ＝ P0×（P1 ＋ P2×n）/[P1×（1 ＋ 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价格；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 为配股价格；
n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P 为调整
后的价格，调整后的 P 仍需大于 1。
5、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不做调整。
（三）回购注销程序
1. 公司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方案，并将回购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并及时公告；
2. 公司按照本计划的规定实施回购时，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3. 公司按照本计划的规定实施回购时，应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限制性股
票注销的相关手续，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
事宜。
十一、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及纠纷解决机制
（一）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1. 公司有权要求激励对象按其所聘岗位的要求为公司工作，若激励对象不
能胜任所聘工作岗位或者考核不合格，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以授予价格回
购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 若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
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以授予价格回购激励
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 公司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履行与本计划相关的纳税义务。
4. 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获取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
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5. 公司应当根据本计划，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
司等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但
若因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未能按
自身意愿解除限售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责任。
6. 公司应当与激励对象签订协议，确认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并依照本办
法约定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
7. 公司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本计划申报、信息披露等义务。
8. 公司应当承诺，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9. 公司确定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并不意味着激励对象享有继续在公司服务
的权力，不构成公司对员工聘用期限的承诺，公司对员工的聘用关系仍按公司
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执行。
1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二）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1. 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为公
司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 激励对象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资金来源应当合法合规、不得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3.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4. 激励对象有权且应当按照本计划的规定解除限售，并按规定转让股票。
5.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过户后便享有其股
票应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的分红权、配股权、投票权等。但限售
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
股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票的解除限
售期与相对应的限制性股票相同。
6. 激励对象因本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之规定交纳个人所得
税及其它税费。
7. 激励对象应当承诺，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权益或行使权益安排的，激励对象应当自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将由本计划所
获得的全部利益返还公司。
8.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三）公司与激励对象的纠纷或争端解决机制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争议，双方应按照国家法律和公平合理原则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应提交公司注册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二、本计划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对业绩的影响
（一）本计划的会计处理方法
1. 授予日会计处理：根据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
2. 限售期会计处理：公司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对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最佳估算为基础，按照单位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将当
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本计划以授予日公司股票收盘
价与授予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激励成本在经常性损益
中列支。
3. 解除限售日会计处理：在解除限售日，如果达到解除限售条件，可以解
除限售；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除限售而失效或作废，则由公司进行回购，
并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处理。
（二）本计划对业绩的影响测算
本计划草案公告时股权激励成本（首次授予）估计 6,444.16 万元。假设在
2020 年 12 月全部完成授予，且限售期满后第一个交易日即完成解锁，则授予
日至全部解除限售完成日期间内的年度摊销额如下：
单位：万元
摊销金额

2020 年
70.11

2021 年
1,682.64

2022 年
1,682.64

2023 年
1,652.81

2024 年
944.25

2025 年
411.71

2026 年
0.00

根据本计划解除限售业绩条件，上述激励成本对上市公司净利润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将在年度报告中公告经审计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成
本和各年度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及累计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
注：以上系根据公司目前信息为假设条件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金额将以
实际授予日计算的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予以测算。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
计成本。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
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三）终止本计划的会计处理方法
本计划终止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因未满足业绩条件而被取消的除外），应作如下会计处理 :
1. 将取消或结算作为加速可行权处理，立即确认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
认的金额。
2. 在取消或结算时支付给职工的所有款项均应作为权益的回购处理，回购
支付的资金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办理。
十三、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一）激励对象个人发生情况变化
1. 以下任一情形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激励对象当年已达到解除限售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除限售；尚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
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
注销：

（1）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时；
（2）激励对象死亡时（由其法定继承人按规定解除限售）；
（3）激励对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4）激励对象并非由于不能胜任工作岗位、业绩考核不合格、过失、违法
违规等原因而被公司辞退时。
2. 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监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的人员时，
其所有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3. 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激励对象所有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
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价的孰低值（公司股票市价
指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1）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提出辞职时；
（2）激励对象的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约时；
（3）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业绩考核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
原因不再属于本计划规定的激励范围时；
（4）激励对象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所规定的忠实义务，或因触
犯法律法规、违反职业道德、泄漏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
或声誉被辞退时（董事会有权视情节严重程度追回其已解除限售获得的全部或
部分收益）。
4. 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如在任期届满前因个人原因离任的，
自离任之日起，其于本计划已获得收益将全部返还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价
的孰低值（公司股票市价指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5. 激励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退休而离职的，且服务期间符合个人绩
效考核要求的，允许按激励对象自业绩考核基准年度（即 2019 年度）起三年
内的实际服务年限的比例折算调整可解除限售权益，待达到可行使时间限制和
业绩考核条件时行使权益，激励对象退休后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除
限售条件。上市公司可按授予价格（可依约定考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购所
涉及调整的限制性股票。
6. 其他未说明的情况由董事会认定，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二）公司发生异动的处理
1.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本计划即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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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终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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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终止实施；
（3）上市后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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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终止实施；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需要终止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情形。
当公司出现终止本计划的上述情形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
2.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本计划不做变更，按本计划的规定继续执行：
（1）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公司出现合并、分立等情形；
3. 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
合限制性股票授出条件或解除限售安排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统
一按照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的，所有激
励对象应当返还已获授权益。董事会应当本计划相关安排收回激励对象所得收
益。
十四、本计划的变更、终止程序
（一）本计划的变更程序
1.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计划之前拟变更本计划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2.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后变更本计划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审
议决定，且不得包括下列情形：
（1）导致提前解除限售的情形；
（2）降低授予价格的情形。
（二）本计划的终止程序
1.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计划之前拟终止实施本计划的，需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
2.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后终止实施本计划的，应当由股东大
会审议决定。
3. 律师事务所应当就公司终止实施激励是否符合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4. 本计划终止时，公司应当回购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按照《公司法》
的规定进行处理。
5. 公司回购限制性股票前，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
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十五、附则
1. 本计划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2. 本计划的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3. 本计划中的有关条款，如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规范性文
件相冲突，则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性规章制度执行。本计划中未明
确规定的，则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执行。
4. 若激励对象违反本计划、《公司章程》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出售按照本计划所获得的股票，其收益归公司所有，由公司
董事会负责执行。
5. 公司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计划尚需完成如下法定程序之后才可生
效实施 :
（1）上海市国资委审核批准本计划 ;
（2）股东大会批准本计划。
6. 董事会授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订《股权激励考核办法》及《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
十六、上网公告附件
1.《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2.《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