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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五次行权

及第二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157.7710 万股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9 年 12 月 23 日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符合行权条件情况

2018 年 9 月 1 日，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保利房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第 10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经审核公

司及 617 名激励对象已满足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 617 名，对应的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3,888.2991 万份，行权价格为 8.01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9 月 3 日披露

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

合行权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3）。

2019 年 6 月 21 日，经公司 2019 年第 9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针对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影响，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7.51 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6 月 22 日披露的《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7）。

2019 年 9 月 3 日，公司 2019 年第 11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经审核公司及 601

名激励对象已满足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第二个行

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 601 名，对应的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3,748.6400

万份，行权价格为 7.51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9 月 5 日披露的《保利发

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2）。

（二）历次行权情况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第一个行权期第二

次行权、第一个行权期第三次行权、第一个行权期第四次行权及第二个行权期第

一次行权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

变更登记手续，并已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9 月 12 日披露的《保利房

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结

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7）、2018 年 12 月 19 日披露的《保利

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

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 2018-107）、2019 年 7 月 10 日披露的《保利

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三次行权

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1）及 2019 年 9 月 21 日披露的《第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四次行权及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结

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6）。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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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陈冬桔 副总经理 7.29 0 7.29 0.06 0.00 0.2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7.29 0 7.29 0.06 0.00 0.20

二、其他激励对象



注：已授予期权总量为根据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11,849.01 万份。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中第一个行权期第五次行权人数为 1人，第二个行权

期第二次行权人数为 38 人。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57.7710 万股。

（三）本次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参与行权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行权新增股份 7.29万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行权之日起锁定 6 个月，转让时

须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

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31,097,452 1,577,710 11,932,675,162

总计 11,931,097,452 1,577,710 11,932,675,162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G11841 号），截至 2019 年 12 月 3 日止，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

票新增股份 1,577,710 股人民币普通股，其中第一个行权期第五次行权和第二个

行权期第二次行权公司分别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新增股份 109,315 股和

1,468,395 股，合计新增股份 1,577,710 股。募集资金净额 11,847,024.39 元，

其中增加股本为人民币1,577,71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10,269,314.39

元。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增股 1,577,710 股已于 2019

年12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150.48 10.93 139.55 1.27 0.28 3.72

总计 157.77 10.93 146.84 1.33 0.28 3.92



记手续。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848,602.10 元，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833,373,316.39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08元/股。以本次行权后总股本11,932,675,162股为基数

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基本每股收益仍为1.08

元/股。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G11841 号）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