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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卫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曾孟男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2,465,220,177.90

2,685,746,786.10

-8.21%

131,054,901.80

127,415,323.69

2.86%

108,585,063.76

106,953,013.72

1.53%

-2,092,541,321.07

-2,925,957,611.49

28.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

1.60%

-0.23%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2,515,119,832.91

22,415,660,188.56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364,690,768.23

9,740,003,225.27

16.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65,785.89
25,991,328.88
646,179.08
4,085,922.78
15,961.25
22,469,838.0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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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7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李卫国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许利民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26.66%

417,101,891

315,826,418 质押

境外法人

8.77%

137,169,154

0

境内自然人

4.76%

74,432,833

60,324,625

其他

1.53%

23,920,000

0

国有法人

1.39%

21,707,351

0

境内自然人

1.22%

19,046,215

14,284,661

其他

1.08%

16,947,409

0

境外法人

1.00%

15,582,529

0

0.88%

13,798,543

0

0.88%

13,796,885

0

数量
228,800,446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睿远成
长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向锦明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新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UBS AG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精选混 其他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零组合

其他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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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7,169,154 人民币普通股

137,169,154

李卫国

101,275,473 人民币普通股

101,275,473

23,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20,000

21,707,351 人民币普通股

21,707,351

16,947,409 人民币普通股

16,947,409

UBS AG

15,582,529 人民币普通股

15,582,529

许利民

14,108,208 人民币普通股

14,108,208

13,798,543 人民币普通股

13,798,54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13,796,885 人民币普通股

13,796,885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13,498,236 人民币普通股

13,498,23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
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说明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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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2,694,211,509.70元，较期初余额减少39.16%，主要原因是由于本
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2,116,476,817.23元，较期初余额增加627.65%，主要原因是由
于本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所致；
3、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594,886,318.16元，较期初余额增加63.21%，主要原因是由
于本公司待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4、应交税费期末余额214,868,328.02元，较期初余额减少32.57%，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缴
纳各项税金所致；
5、应付债券102,194,711.28元，较期初余额减少93.55%，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当期可转债
转股所致；
6、其他权益工具27,489,282.65元，较期初余额减少93.38%，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当期可
转债转股所致；
7、资本公积3,161,061,541.71元，较期初余额增加133.99%，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当期可
转债转股所致；
8、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36,737,312.86元，较上期增加159.35%，主要原因是公司
应收款项账龄增加补提坏账所致；
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471,205,301.45元，较上期增加34.30%，主
要是因为本期间公司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1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870,474,936.22元，较上期增加447.72%，主
要是因为本期间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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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东方雨虹从二级市场自行回购
本公司股票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该计划拟授予6,504.40万股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标
的股票占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83%。其中，首次授予数量为
5,854万股，占授予总量的90.00%；预留650.40万股，占授予总量的10.00%。该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1,112人，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8.24元/股。
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2016年7月1日公告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并经2016年7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激励计划拟授予6,500万股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标
的股票占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82%。其中，首次授予数量为
6,414.1万股，占授予总量的98.68%；预留85.9万股，占授予总量的1.32%。修订后的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由1,112人调整为1,263人，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价格为8.24元/股。
3、2016年8月1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2016年8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
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由于激励对象中部分人员离职或因个人原因放弃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对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其授予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263人调整为1,230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6,5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6,414.1万股，预留85.9万股）调整为6,435.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6,349.6万股，预留85.9
万股）。公司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2016年8月25日为首次授予日，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期间，有3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行权资金筹集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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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共放弃37万股的行权。截至2016年9月29日，公司完成向1,197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6,312.6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发行新股53,149,909股，其余9,976,091股以公司回购的社会
公众股作为限制性股票的部分股票来源），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实施将对公司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一定影响。经测算，预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6,312.6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
39,143.96万元，则2016年-2020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 摊销费用总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股票（万股） 计（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6,312.6
39,143.96 8,696.06 20,475.85 7,230.72 2,331.44 409.89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5、2017年6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882,686,8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7年6月1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
2016年度现金分红于2017年6月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
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息对公司股票价格
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8.24元/股调整为8.09元/股。
6、2017年6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职务变更等原因，公司
董事会决定对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119万股进行回
购注销，并于2017年7月12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6年-2020年限制
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摊销费用总计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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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4.42

2,287.49

402.17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7、2017年7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确定
公司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7年7月17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5.9万股，占东方雨虹已发行股本总额的0.0975%，授予价
格为18.31元/股，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期间，有6名激励对象因行权资金筹
集不足的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0.5万股。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24人，授予数量调整为85.4万股，授予股份
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8月31日。经测算，预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激励成本合计为780.45万元，则2017年-2021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 2017年
（万元）
（万元）
780.45
232.22

2018年
（万元）
358.59

2019年
（万元）
133.78

2020年
（万元）
46.35

2021年
（万元）
9.51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8、2018年9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
案》，鉴于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18年6月19日权益分派登记日的总股本
881,863,2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499980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999907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8年6月20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7年度现金分红于2018年6月2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息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同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规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也应对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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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8.09元/股调整为4.6706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8.31元/股调整为10.6824元/股。
9、2018年9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015名激励对象办理2,317.0615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相关解锁
手续，共计2,317.0615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11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同时，根据
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
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更、2017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公司董事会决
定对31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合计688.043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并于2018年12月17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6年-2020年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摊销费用总计
（万元）
35,340.49

2016年
（万元）
7,703.94

2017年
（万元）
18,296.26

2018年
（万元）
6,772.63

2019年
（万元）
2,183.73

2020年
（万元）
383.93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0、2018年9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董事会决定对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全部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16.999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并于2018年12月17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7年-2021年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 2017年
（万元）
（万元）
689.60
205.19

2018年
（万元）
316.84

2019年
（万元）
118.21

2020年
（万元）
40.95

2021年
（万元）
8.41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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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1、2019年8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9名激励对象办理29.0913万股预
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
相关解锁手续，共计29.0913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9年9月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12、2019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
案》、《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
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9日）的总股本
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3,540,159股）后的总股本1,468,543,799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9年5月30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8年度现金分红于2019年5月3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
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6706元/股调整为4.3706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6824元/股调整为10.3824元/股。
13、2019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
意为其中953名激励对象办理2,053.9642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根据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办理了相关解锁手续，共计2,053.9642万股限制
性股票已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同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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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36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792.6103万股
进行回购注销，并于2019年11月20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6年-2020
年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摊销费用总计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32,545.53

7,273.59

17,005.19

5,852.44

2,053.31

361.00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14、2019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董事
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24.628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并于
2019年11月20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则2017年-2021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 2017年
（万元）
（万元）
550.94
160.96

2018年
（万元）
251.67

2019年
（万元）
97.57

2020年
（万元）
33.80

2021年
（万元）
6.94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二）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东方雨虹从二级市场自
行回购本公司股票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
3,296.6129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149,208.7952万股的
2.21%。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2,189人，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0.77元/股。
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2019年9月21日公告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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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第五章 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之“六、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之“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内容”与“考核指标设定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说明”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并经2019年9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
3、2019年9月27日至2019年10月8日，公司通过内部办公系统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截至公示期满，未有针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情况。
4、2019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5、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确定以2019年11月11日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日，首次向2,189位激励对象授予3,296.6129万股限制性股票。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
股票资金缴纳过程中，有43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认购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共放弃560.3601
万股的认购，因此，公司完成向1,75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2,736.2528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
发行新股382.2369万股，其余2,354.0159万股以公司回购的社会公众股作为限制性股票的部
分股票来源），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12月12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实施将对公司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经测算，预
计本次授予激励对象2,736.2528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35,329.47万元，则2019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 摊销费用总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股票（万股） 计（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2,736.25
35,329.47 2,504.55 17,198.58 8,967.31 4,751.49 1,907.55
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上述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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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894号”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公
开发行了1,8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8.40亿元。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深证上[2017]645号”文同意，公司18.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17年10月20日起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雨虹转债”，债券代码“128016”。根据相关规定和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3月2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报告期内，“雨虹转债”转股数量合计76,674,617股，截至报告期末，“雨虹转债”转股数
量合计76,696,166股，“雨虹转债”余额为121,794,800元。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3日出具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长期信用评级报告》，确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并于2020
年1月2日出具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跟踪评级报告》，维持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鉴于公司A股股票（股票简称：东方雨虹；股票代码：002271）自2020年1月17日至2020
年3月6日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雨虹转债”当期转股
价格22.40元/股的130%（即29.12元/股），已经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
款，即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
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因此，2020年3月6日，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雨虹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雨虹转债”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
全部未转股的“雨虹转债”。“雨虹转债”于2020年3月30日起停止交易，并于2020年4月14
日起停止转股，2020年4月17日为发行人（公司）赎回资金到账日，2020年4月21日为赎回款
到达“雨虹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雨虹转债”赎回款已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雨虹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截至2020年4月13日（可转债赎回登记日）收市，“雨虹转
债”累计转股82,070,737股，尚有13,998张未转股，本次赎回数量为13,998张，赎回价格为
100.55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1.00%，且当期利息含税），公司合计支付赎
回款1,407,498.90元。因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雨虹转债”继续流通或
交易，“雨虹转债”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因此，公司发行的“雨虹转债”（债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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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128016）于2020年4月22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 年 01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1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事项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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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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