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为保证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激
励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和核心业务骨干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保证公司业绩稳步提
升，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一、考核目的
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公司激励约束机制，保证股权激
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并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进而确保公司发展战
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二、考核原则
考核评价必须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严格按照本办法和考核对象的
业绩进行评价，以实现股权激励计划与激励对象工作业绩、贡献紧密结合，从而
提高管理绩效，实现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考核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

四、考核机构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考核工作，公司人力资源部负
责具体实施考核工作。

五、绩效考核指标及标准
绩效考核指标包括公司业绩指标和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
（一）公司业绩指标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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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指标包括社会效益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
①政治导向指标
坚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政治和价值导向，党组织有
效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公司治理规范高效，内部机构健全且相互监督、相互协作，
运行有效；公司内控体系完善并运行有效，未出现重大违法违规事项，未出现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重大经济损失及重大社会负面影响事项。
②媒体融合指标
通过公司所属浙江政务服务网事业中心，加快支撑浙江政务服务网建设，扩
大和深入“互联网+政务服务”领域的融合探索，助推浙江省政务信息系统无缝
衔接、政务数据资源整合互通；通过公司所属富春云平台，支持媒体云平台加快
覆盖浙江省内主流媒体，进一步推动媒体行业的创新融合发展；持续打造绿色互
联网数字娱乐平台，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引领行业健康发展。
③移动互联网用户指标
持续扩大移动端互联网用户覆盖数，加快拓展主流媒体互联网舆论宣传阵地。
2、经济效益指标设定如下
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特点、业务发展规划及所处行业情况，设定以下三项业
绩考核指标：
①基本每股收益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③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
比重
3、对标企业及选取依据
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等选样标准，并剔除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同比增长在正负 50%以上的异常指标公司，共选取对标样本公司 26 家，分
别属于公司目前所属的新闻和出版业、大数据和云计算行业、网络游戏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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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企业具体名单如下：
公司代码

股票名称

公司代码

股票名称

600373.SH

中文传媒

000977.SZ

浪潮信息

601928.SH

凤凰传媒

600588.SH

用友网络

601019.SH

山东出版

000851.SZ

高鸿股份

600551.SH

时代出版

600831.SH

广电网络

000793.SZ

华闻传媒

300290.SZ

荣科科技

000607.SZ

华媒控股

002174.SZ

游族网络

603999.SH

读者传媒

300315.SZ

掌趣科技

600880.SH

博瑞传播

300418.SZ

昆仑万维

600825.SH

新华传媒

300043.SZ

星辉娱乐

600804.SH

鹏博士

002447.SZ

壹桥股份

600845.SH

宝信软件

002261.SZ

拓维信息

603881.SH

数据港

300467.SZ

迅游科技

002197.SZ

证通电子

300494.SZ

盛天网络

（二）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由公司按照年度公司业绩指标进行分解下达。
（三）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业绩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
在政治导向指标上，公司实现并达成政治导向指标各项要求；媒体融合指标
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指标均较上年实现正增长。
2、经济效益指标
公司 2016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指标较 2015 年度
正增长，且不低于公司近 3 年平均业绩水平及同行业平均业绩（或对标企业 50
分位值）水平；公司 2016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不低于 90%。
3、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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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公司层面授予业绩条件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完成个人绩效
指标或绩效考核合格，则可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否则，不纳入激励计划
范围。
（四）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业绩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
（1）政治导向指标: 公司实现并达成政治导向指标各项要求。
（2）媒体融合指标：
协助支持做大浙江政务服务网用户覆盖范围，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浙江政务服务网实名注册用户累计数较 2016 年度增长分别不低于 450%、
500%、550%；
公司网络游戏平台实现主流新闻传播和覆盖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2019 年度、
2020 年度、2021 年度较上年增长分别不低于 10%。
（3）移动互联网用户指标：公司移动互联网平均日活跃用户数 2019 年度、
2020 年度、2021 年度较 2016 年度增长分别不低于 10%、20%和 30%。
2、经济效益指标
在解除限售期完成对应业绩考核指标后，激励对象方能解除限售该批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业绩考核指标设定如下：
解除限售业绩考核指标
解除限售期
基本每股收益[注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重

以 2016 年度备考财务数据 以 2016 年度备考财务数据为
为 基 准 [ 注 ② 注 ③ ] ， 公 司 基准，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 公司 2019 年度主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2019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增长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营业务收入占营
不低于 30%，且不低于同期 30%，且不低于同期公司同行 业收入的比重不
公司同行业平均业绩（或对 业平均业绩（或对标企业 75 分 低于 90%
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位值）水平。

以 2016 年度备考财务数据 以 2016 年度备考财务数据为 公司 2020 年度主
为基准，公司 2020 年度基本 基准，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 营业务收入占营
每股收益增长不低于 50%，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业收入的比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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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低于同期公司同行业平 50%，且不低于同期公司同行 低于 90%
均业绩（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 业平均业绩（或对标企业 75 分
值）水平。

位值）水平。

以 2016 年度备考财务数据 以 2016 年度备考财务数据为
为基准，公司 2021 年度基本 基准，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 公司 2021 年度主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每股收益增长不低于 70%，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营业务收入占营
且不低于同期公司同行业平 70%，且不低于同期公司同行 业收入的比重不
均业绩（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 业平均业绩（或对标企业 75 分 低于 90%
值）水平。

位值）水平。

注：①如公司股本发生变更，基本每股收益作相应调整；
②以 2017 年一季度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新闻传媒类资产的交割日为口径
调整的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备考报表）数据为基准；
③因公司 2016 年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故 2016 年基
本每股收益指标采用摊薄每股收益作为计算基准数据。
④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业绩条件同上执行。
3、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由公司按照年度公司业绩指标进行分解下达，在满足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业绩条件的前提下，根据激励对象个人上一年度业绩指标完成
情况或绩效考核结果解除限售当期权益，当期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
购注销。
（五）特殊情形
考核期内如遇重大不可抗力因素或特殊原因，导致对公司考核业绩指标的达
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或同行业样本企业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偏离幅度过大
的特殊情形，公司需调整考核业绩指标或在年终考核时剔除和调整样本企业的，
且不会产生提前解除限售或降低授予价格情形的，公司股东大会可授权董事会进
行审议。董事会进行审议前，须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批准。

六、考核期间与次数
（一）考核期间
激励对象获授或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前一会计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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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次数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时或解除限售期间每年度考核一次。

七、考核程序
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对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具体的考核工作，保存考核结
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考核对象的绩效考核报告提交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考核结果确定后上报董事会，作为决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是否解除限售的
参考依据。

八、考核结果管理
（一）考核结果反馈与申诉
考核对象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员工直接主管应在考核工作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考核结果通知被考核对象。
如果考核对象对自己的考核结果有异议，可与人力资源部沟通解决。如无法
沟通解决，可向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申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需在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确定最终考核结果或等级。
（二）考核结果归档
考核结束后，考核结果作为保密资料归档保存。

九、附则
（一）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及修订。
（二）本办法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自股权激励计划生效后实施。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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