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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北京昆仑万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完成了《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所涉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

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1、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5年 8月 20日。 

2、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79.46 元。 

3、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 1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5 万份股票期权，为公

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与已披露的授予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相比未发生变化。 

4、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5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 28000

万股的 0.0179%，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股普通股。 

5、本次期权激励计划等待期为 1年。授予的股票期权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在可行权日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授予的股

票期权自相应授予日起满 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48个月内分 4期行权。

本计划授予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授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25%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25%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25% 

第四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25%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行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计划有效期结束后，对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 8月 20日。 

2、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36.69 元。 

3、本次激励计划向 46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723.1 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均为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

行激励的相关员工。因 3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未按规定日期缴纳认购款视同放

弃，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与已披露的激励对象名单相比有差异，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陈芳 昆仑游戏 CEO 

2 严峻 高级产品总监 

3 凌轩 高级市场总监 

4 钱肖凌 总裁办高级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5 叶伟健 高级运营总监 



6 蔡均 高级市场总监 

7 陶森 运营总监 

8 张冉 市场总监 

9 李兴梅 媒介总监 

10 刘洋 运营副总监 

11 付安东 副总监 

12 库宇 副总监 

13 赵红 美术副总监 

14 刘晗 运维副总监 

15 潘宇罡 市场副总监 

16 何俊杰 高级市场经理 

17 严昌霖 高级运营经理 

18 林祥 高级运营经理 

19 张杨 高级海外运营经理 

20 郝冬梅 高级市场经理 

21 张连军 高级运营经理 

22 李雪杨 高级美术经理 

23 黄平 高级市场经理 

24 张硕 高级日语市场经理 

25 沈吉天 高级运营经理 

26 谷文义 高级技术经理 

27 刘雯 高级采购经理 

28 姜凡 高级运营经理 

29 孙继峥 高级技术经理 

30 刘喆 行政经理 

31 何映堂 运营经理 

32 吴思 人事行政经理 

33 冯威 市场经理 

34 刘翌 运营经理 

35 周斌 运营经理 

36 王申达 运营经理 

37 刘宇峰 产品经理 

38 戴健 商务经理 



 

39 佟鸣 美术经理 

40 张亮 技术经理 

41 刘学东 运营经理 

42 刘亚男 运营经理 

43 李镇 运营经理 

44 黄国华 运营副经理 

45 万时亮 财务副经理 

46 杨忠宇 财务主管 

4、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723.1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

28000万股的 2.5825%，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股普通股。 

5、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内为锁定期。激励对象

因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息、派发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等股份和红利同时按本激励计划进行锁定，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

股票分 4次分别按照比例解锁，即各个锁定期满后激励对象解锁（或由公司回购

注销）占其获授总数相应解锁比例的限制性股票。 

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

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锁

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二个解锁

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三个解锁

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四个解锁

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二、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年 10月 16日出具了《关于北京

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5]001010号），审验了

公司截至 2015年 10 月 16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认为：昆仑万维原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28,000.00 万元，股本为人民币 28,000.00万元。根据昆仑万维

2015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5年6月29日召开的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

986.9816万份，包括 21.376万份股票期权和 965.6056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

首次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21.376万份股票期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79.71元；

首次授予 875.88万股公司限制性股票，预留 89.725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价格为 36.94元。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53 人,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实施

本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技术(业务)骨干；预留激励对象

由公司董事会首次授予日起 12个月内确定，包括公司招聘的特殊人才以及公司

董事会认为需要调增激励数量的激励对象。 

根据昆仑万维 2015 年 8月 20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对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人数、授予权益的数量及授予、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公司首次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53人调整为 49人，授予股票期权

数量由 21.376万份调整为 5万份，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875.88 万股调整

为 735.50 万股，预留部分未作调整，为 89.7256 万股。公司激励计划涉及的标

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股普通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 2015年 8月 20日。截

止 2015 年 10月 16 日，除 3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因未按规定日期缴纳认购款

视同放弃外，其余 46 名激励对象按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36.69 元共认购

723.10万股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款共计人民币 26,530.539万元。经我们审验，

截至 2015 年 10月 16 日止，昆仑万维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的

出资合计人民币 26,530.539 万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723.10 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25,807.439 万元。 

截至 2015年 10 月 16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723.10 万

元，股本为人民币 28,723.10 万元。 

三、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15 年 8月 20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上市日期为 2015 年 10月 28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10,000,000.00  
75.00% 

       

7,231,000.00  
  

  

217,231,000.00  
75.63% 

1、国家持股  -   -   -   -   -  - 

2、国有法人持股  -   -   -   -   -  - 

3、其他内资持股 
     

210,000,000.00  
75.00% 

       

7,231,000.00  
  

  

217,231,000.00  
75.63%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 
84,416,785.00 30.15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125,583,215.00 44.85 
       

7,231,000.00  
  

  

132,814,215.00  
46.24% 

4、外资持股  -  -  -  -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 

5、高管股份 125,583,215.00 44.85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0,000,000.00  
25.00%  -  -  -  - 

1、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0.00  
25.00%  -  -  -  -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4、其他  -   -   -  -  -  - 

三、股份总数 
     

280,000,000.00  
100.00% 

       

7,231,000.00  
- 

  

287,231,000.00  
100.00% 

 

五、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按新股本 287,231,000 股摊薄计算，2014

年度每股收益为 1.14 元。 



 

六、股票期权代码、期权简称 

期权代码：036198 

期权简称：昆仑 JLC1 

 

七、公司控制股股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8000

万股增加至 28723.10万股，导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本次授予前，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周亚辉直接持有本公司 36.00%的股权，并通过持有盈

瑞世纪 90%的财产份额间接持有本公司 16.41%股权，本次授予完成后，周亚辉直

接持有本公司 35.09%的股权，并通过持有盈瑞世纪 90%的财产份额间接持有本公

司 16.00%股权。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0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