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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1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2:30
会议地点：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幸福湖路100号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
主 持 人：陈刚董事长
参会人员：
1.截止 2021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读会议须知及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三、介绍本次大会见证律师
四、推选计票员、监票员
五、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议案1：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议案2：关于修订《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2020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六、股东发言
七、与会股东投票表决
八、统计并宣布投票表决结果
九、由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十、宣读股东大会决议并宣布本次股东大会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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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为客观反映 2020 年公司面临的经营环境，实现公司首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增
长的正向影响，在特殊环境下鼓舞团队士气，充分调动核心骨干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结合公司本年的实际经营情况，拟对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层面的业绩
考核指标进行调整，并相应调整行权期以及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数据。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方案
（一）调整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公司层面
的业绩考核指标
业绩考核目标

行权安排

调整前

调整后

第一个行权期

2020 年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2021 年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6.68 亿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8.00 亿

第二个行权期

2021 年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2022 年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8.00 亿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11.00 亿

第三个行权期

2022 年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2023 年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11.00 亿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15.00 亿

第四个行权期

2023 年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2024 年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15.00 亿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20.00 亿

上述调整后的 2024 年业绩考核目标是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做的顺延，
相关指标已在 2020 年 2 月 26 日公布的《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披
露。除上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调整外，对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要求不变。
（二）调整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有效期、等待期及对
应股票期权行权期间
1、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调整
调整前：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
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7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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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
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84 个月。
2、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的等待期调整
调整前：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股票期权适用不同的等待期，均自授权登记完成日起计。
授权日与首次可行权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 12 个月。
调整后：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股票期权适用不同的等待期，均自授权登记完成日起计。
授权日与首次可行权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 24 个月。
3、股票期权行权期间调整
（1）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期间调整
行权安排

行权期间
调整前

调整后

行权比例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第一个行权期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24 个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36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第二个行权期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36 个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48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第三个行权期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48 个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60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60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第四个行权期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60 个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72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2）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期间调整
行权安排

行权期间
调整前

调整后

自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自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第一个行权期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24 个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36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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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期间
调整前

调整后

行权比例

自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自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第二个行权期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36 个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48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自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自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第三个行权期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48 个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60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自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自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60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第四个行权期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60 个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72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除上述行权期间调整外，相关各期行权比例不做调整，行权比例仍为每期 25%。
（三）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及确认方法的调整
（1）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及确认方法的调整
调整前：
标的股价：7.85 元/股（2020 年 3 月 27 日交易均价）
有效期分别为：1 年、2 年、3 年、4 年（授权日至每期首个可行权日的期限）
历史波动率：30.25%、28.82%、26.23%、25.07%（分别采用光伏指数 1 年期、2
年期、3 年期、4 年期的波动率，指数 Wind 代码：884045.WI）
无风险利率：1.50%、2.10%、2.75%、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
融机构 1 年期、2 年期、3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4 年期参照 3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调整后：
首次授予期权授予日：2020 年 3 月 27 日
标的股价：7.85 元/股（2020 年 3 月 27 日交易均价）
有效期分别为：2 年、3 年、4 年、5 年（授权日至每期首个可行权日的期限）
历史波动率：28.82%、26.23%、25.07%、36.15%（分别采用光伏指数 2 年期、3
年期、4 年期、5 年期的波动率，指数 Wind 代码：884045.WI）
无风险利率：2.10%、2.75%、2.75%、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
融机构 2 年期、3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4 年期、5 年期参照 3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2）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及确认方法的调整
5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600732）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调整前：
标的股价：15.61 元/股（2020 年 12 月 17 日交易均价）
有效期分别为：1 年、2 年、3 年、4 年（授权日至每期首个可行权日的期限）
历史波动率：32.67%、30.01%、28.54%、26.18%（分别采用光伏指数 1 年期、2
年期、3 年期、4 年期的波动率，指数 Wind 代码：884045.WI））
无风险利率：1.50%、2.10%、2.75%、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
融机构 1 年期、2 年期、3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4 年期参照 3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调整后：
预留授予期权授予日：2020 年 12 月 17 日
标的股价：15.61 元/股（2020 年 12 月 17 日交易均价）
有效期分别为：2 年、3 年、4 年、5 年（授权日至每期首个可行权日的期限）
历史波动率：30.01%、28.54%、26.18%、27.99%（分别采用光伏指数 2 年期、3
年期、4 年期、5 年期的波动率，指数 Wind 代码：884045.WI）
无风险利率：2.10%、2.75%、2.75%、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
融机构 2 年期、3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4 年期、5 年期参照 3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四）调整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计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因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相关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及有效期分别延长 12 个月，预
计对各期经营业绩带来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调整前：
单位：万元
股票期权
摊销总成本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摊销成本

1,607.67

470.40

528.31

367.51

201.40

40.06

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摊销成本

1,884.10

-

849.77

549.33

333.60

151.41

调整后：
单位：万元
股票期权
摊销总成本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摊销成本

2,864.28

579.78

773.04

645.20

479.09

317.75

69.42

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摊销成本

2,313.12

-

694.74

694.74

479.49

297.65

1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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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上述成本预测和推销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未考虑所授予股票期权未来未行
权的情况。
2、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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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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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原因
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光伏行业各产业链环节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冲击，公司在产品生产、销售等方面也面临巨大考验。通过提前规划布局，主动降本
增效，严控产品质量，积极与产业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紧密沟通和协作，公司平稳渡
过疫情严控时期，实现了营业收入平稳增长，但受行业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影响，公
司整体盈利水平有所下降。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仅为 0.56 亿
元，较 2019 年同期下滑 85.69%。2020 年 1-9 月，公司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2.58
亿元，较 2019 年同期下滑 42.68%，疫情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大。虽在公司管理
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2020 年新冠疫情突发事件的
影响，但整个市场环境变化较大，仍对公司 2020 年的业绩带来一定的影响。
公司推出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时，是综合考虑了公司 2017-2019 年营业收
入与净利润的历史增长情况，以及结合了公司当时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各项
考核指标是在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下设置的。鉴于上述疫情原因，结合 2020 年度
客观环境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认为原激励计划中所设定的业绩考核指标已不能和
公司当前所处的市场环境及应对策略相匹配。经公司深入调研并论证后，为保护公司
和股东的长远利益，进一步激励公司中高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继续保持攻坚克难的奋
斗精神，公司拟调整《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等文件中的公司业绩考
核指标，并延长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等待期、有效期和行权期，更加有效地将公
司利益、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持续良性发展。
综上所述，修订后的业绩考核指标更加有利于公司结合实际，充分调动激励对
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确保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是公司在突发新冠疫情影响下根据目前客
观环境及实际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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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不会导致股票期权提前行权，不涉及行
权价格的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审核意见。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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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修订《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2020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为客观反映 2020 年公司面临的经营环境，以及公司管理团队在经营管理活动中
的积极表现，在特殊环境下鼓舞团队士气，充分调动核心骨干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结合公司本年的实际经营情况，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研究，董事会计划
对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修订
了《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
具体请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上海
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摘要》、
《上海爱旭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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