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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优化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 

业绩指标考评计算规则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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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股份”或“公司”）实

施限制性股票计划以来，有效地将核心管理、技术人才的利益与公司

发展结合起来，极大地调动了激励对象的积极性，显著促进了公司经

营绩效的提升，对增强公司竞争实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几年，

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的大环境下，宝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

展了一系列去产能工作，公司营业总收入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为客

观反映公司经营绩效，充分发挥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激励作用，建议对

“营业总收入增长率”指标考评计算规则进行优化。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简述 

1.2014年 3月 28日，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限制性股

票计划和首期授予方案。 

2.2014年 4月 21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原则同意宝钢股份实施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14年 4月 28日，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及首期

授予方案备案无异议。 

4.2014年 4月 29日，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和五届十二次监事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首期授予方案（修订稿）。 

5.2014年 5月 20日，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及相关管理办法。 

6.2014年 5月 22日，公司五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首期授予

方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数量调整方案，并确定授予日为 2014年 5

月 22日。 

7.2014年 6月 24日，公司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工作。 

二、营业总收入增长率考评计算规则优化背景 

1.钢铁行业去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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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面对钢铁行业供大于求的局面，中央陆续出台了压缩产

能的调控政策，尤其是 2015年 11月做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决

策，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 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三去一

降一补”的五大任务，明确提出了钢铁业为“去产能”的重点行业。

宝钢作为行业领头羊，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带头削减产能。2012以

来，先后完成了宝通钢铁关停、罗泾区域、吴淞地块产业结构调整及

退出宁波钢铁控股权等一系列去产能工作（详见下表），并根据国家

或地方政府相关政策压缩产能。 

以上产能削减为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

对公司营业总收入产生了一定影响。 

2. 钢材价格大幅下滑 

近几年，随着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增长放缓、钢铁下游行业需求

增速下降，钢铁产品供需失衡矛盾日益突出，钢材市场急剧下滑，销

售价格屡刷历史新低。2016年上半年，中钢协钢材价格指数 68，较

2012年下降 39.5%，受此影响宝钢股份的营业收入较 2012年大幅下

序
号 

削减产能
单元 

时间 削减产能具体情况 

1 
宝钢股份 
罗泾区域 

2012 年 
响应上海市政府实施宝山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

2012年 9月份宝钢股份对罗泾区域实施全线停产，退出
炼钢产能 345万吨/年。 

2 
宝钢股份 
宝通钢铁 

2015 年 
宝钢股份积极响应国务院、工信部淘汰落后产能工

作的相关要求，2015 年 10月份宝通钢铁停产，退出炼钢
产能 120 万吨/年。 

3 
宝钢 
不锈钢 

2016 年 

响应上海市政府实施宝山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
宝钢不锈于 2016年 6月 20日关停 2500m³高炉及相关碳
钢炼钢、冷轧产线，实施不锈钢产线单线生产，退出炼
钢产能 190万吨/年，其中宝钢不锈出租给宝钢股份直属
厂部 C908 热镀锌机组同步停产。 

4 
宁波 
钢铁 

2015 年 

为支持浙江省政府推进转型升级及钢铁产业布局优
化，推动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钢铁业的探索，
2015年 1月，宝钢集团主动市场化退出对宁钢股份的控
股权，由杭钢控股宁波钢铁，杭钢关停杭州生产基地，
不再新增钢铁产能，宝钢对行业去产能做出了贡献。 

5 
梅山钢铁 

 
宝钢化工 

2014 年 
～ 

2016 年 

根据南京市保障 G20峰会空气质量的要求，梅钢公
司对 3#烧结实施停产 16天，商品材产量减少 7.04万吨。 

南京市“十二五”期间控制能耗和煤炭消耗总量，
梅钢公司停运报废两台燃煤锅炉，减少发电量 5亿度/年。 

宝钢股份下属化工公司响应调结构去产能的要求，
于 2015 年下半年关停下属的贵阳炭黑公司。 

根据上海市 2016 年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要
求，宝钢煤炭消耗总量控制目标为 1350万吨，导致焦炉
煤气产出量下降，从而影响自产化工产品销售规模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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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 

三、营业总收入增长率考评计算规则优化依据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

案修订稿）》第四十二条约定：“董事会可以对本方案进行修订，并依

据法律、法规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批、中国证监会备案和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实施”。 

四、营业总收入增长率考评计算规则优化方案 

根据宝钢去产能情况，剔除产能削减对营业总收入的影响，同时

提高与国内同行企业对标的考评要求。具体规则如下： 

1．剔除产能削减对营业总收入的影响 

（1）还原产能削减影响公司钢铁产品及相关服务业务的营业收

入额度，如目标期营业总收入实绩加还原额度后超过限制性股票计划

业绩目标值，即视同当年度营业总收入增长率完成预定目标。 

（2）产能削减对营业收入的影响以核算报表为数据源，根据产

能削减影响目标期报表收入较 2012年减少额，以经审计的公司年度

决算报表数为基准计算。 

2．提高营业总收入增长率对标的考评要求 

在剔除产能削减对营业总收入绝对额影响的同时，公司自我加

压，追求更优业绩，提高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的行业领先要求，由“不

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 A股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率加权平均值”调

整为“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 A股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率加权平

均值的 105%（同期加权平均值为负时，不低于同期加权平均值的

95%）”。 

除上述优化调整外，其他指标考评计算规则均不变。优化调整后，

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考核年度公司业绩条件及考评计算规则如下： 

（1）第一次解锁：2015年度利润总额达到同期国内对标钢铁企

业平均利润总额的2.5倍，且吨钢经营利润位列境外对标钢铁企业前

三名，并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达宝钢集团分解至宝钢股份的EVA考核

目标；营业总收入较授予目标值同比增长率2%，达到1848亿元，且不

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A股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

EOS（EBITDA/营业总收入）不低于10%；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A

股上市公司EOS的75分位值。 

（2）第二次解锁：2016年度利润总额达到同期国内对标钢铁企

业平均利润总额的 2.8倍，且吨钢经营利润位列境外对标钢铁企业前



证券代码：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65 

三名，并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达宝钢集团分解至宝钢股份的 EVA考核

目标；营业总收入较授予目标值同比增长率 3%，达到 1866亿元，且

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 A股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率加权平均值

的 105%（同期加权平均值为负时，不低于同期加权平均值的 95%）；

EOS（EBITDA/营业总收入）不低于 10%；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 A

股上市公司 EOS的 75分位值。 

（3）第三次解锁：2017年度利润总额达到同期国内对标钢铁企

业平均利润总额的 3.0倍，且吨钢经营利润位列境外对标钢铁企业前

三名，并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达宝钢集团分解至宝钢股份的 EVA考核

目标；营业总收入较授予目标值同比增长率 5%，达到 1903亿元，且

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 A 股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率加权平均值

的 105%（同期加权平均值为负时，不低于同期加权平均值的 95%）；

EOS（EBITDA/营业总收入）不低于 10%；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 A

股上市公司 EOS的 75分位值。 

上述本公司指标值剔除国务院批准的重大投资项目投产后 3 年

内该项目对公司相应业绩指标影响（下同）；国内对标钢铁企业、境

外对标钢铁企业及国内同行业 A 股上市公司均分别与授予指标所选

标的相同，可剔除变动幅度异常的企业及其他不可比的重大事项；限

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得为负；还原产能削减影

响钢铁产品及相关服务业务目标期报表营业收入较 2012 年减少额，

如目标期营业总收入实绩加还原额度后超过目标值，即视同营业总收

入增长率完成年度预定目标，计算公式详见下表： 

序号 内容 计算公式 

1 
宝钢股份下属钢铁去产能单元报表销售收入
减少额（如宝钢股份下属宝通钢铁、直属厂
部 C908机组等） 

2012 年股份贸易报表
销售收入-目标期报表
销售收入 

2 
宝钢去产能单元在宝钢股份销售平台报表销
售收入的减少额（如不锈钢、宁钢等） 

2012 年集团贸易钢铁
业务报表销售收入-目
标期报表销售收入 

3 
宝钢股份下属单元对宝钢去产能单元原辅料
销售、能源介质销售、信息技术服务等报表
收入减少额 

2012 年集团贸易非钢
业务报表销售收入-目
标期报表销售收入 

4 
上述去产能单元作为上工序对宝钢股份的坯
材互供料减少，从而影响宝钢股份最终钢铁
产品销售收入减少 

（2012 年去产能单元
内部供料量-目标期去
产能单元内部供料量）*
深加工成材率*2012 年
深加工产品均价 

5 
吴淞地块资产处臵及宝钢股份下属非钢单元
去产能等对非钢销售收入的影响 

2012 年报表销售收入-
目标期非钢报表销售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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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因召开重大会议等事由要求企业阶段性
限产对收入的影响（如 G20峰会） 

机组停产天数*机组日
产量*停产月份产品平
均销售价格 

7 
目标期内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的节能环保及
应对气候变化等其他重大调控政策对企业当
期收入的影响 

（限制性政策执行前正
常月份产销规模-限制
性政策执行后实际产销
规模）*限产当期产品销
售价格 

附加条件：限制性股票解锁时，股票市场价格不低于授予价格定

价基准 3.81元/股。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9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