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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m(上海)辱务斫 法伸溆见书

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

关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首期解锁

及部分田购注销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致;光明乳业般份有隈公司

根据 《巾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y)、《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 邱证券法沪)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权撖

励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 巛激励管理办怯》
″) 《股杈擞励有关事项盔忘

录 1号》《股杈擞励有关事项客忘录2号》《般权擞励有关事项各忘录3号》〈以

下统称 巛备忘录》D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l限制性股票澉励计划(草案再修

订槁)》(以下简称
“
K激励计划》勹 尊有关规定,国涪律师 〈上海)事务所 〈以

下简猕
°
本所

”〉撰受光叨乳业股ty有限公司 (以下徇称
°
光明乳业

”
或
“
公司D

的蚕托,,t公司l9ˉ杈擞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首期解9ī事宜 (以下简称
“
本次限制

性般栗解锁
”)及部分回购江铂榈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节 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 《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JL务管理办

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蔹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

己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展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迸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湿假记崴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妲榈应法律责任,

2、本历及经办律师是根椐对蔓实的了解和对法律妁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δ、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怯俸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限ml性腴票解锁及部分回购

注钳的必各文件乏- 随其他材料
-同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赍任



网浩徘师 (上海)綮务所 砝锋窳见书

4 公司倮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犍侠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真实 芫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削本材料或菁口头证言

5、本所律师禾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限制性股禀解锁及部分回购注鹪乏目的使

用,不得用作饪何英他目的

基子上述,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0|下;

第二节 法律意见书正文

-、关于本次限匍性脞票解锁的条件

嫒激励计kll》规定:

〈-)公司必须瞒足下列条仵 限制性般票方可解锁.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僭肜:

〈D最 近-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银眚被泣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眚;

0)最近-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业绩考核茶件达标、

(D⒛10年、⒛11年眢业总收入分别不低于阢 80亿种 113飞亿,洚利涧

分别不低于 1QO亿和2⒛亿;

(纱2010年 201】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子8%;

〈3〉2010年、20】i年扣陈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占,+利涧的比重不低于

85%

其中,⒛10年 2011年的业缋考核揎标均不得低子同期行业平均水平 ±

述业缋考核指标巾的挣利涧为牡除非经鬻桂损益后的潦利涧,净资产收益率指以

扪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洞计箅的加杈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企业会计dl

则》及有关规定`此次为擞励计划计据的费用屙子公司的经常性竣用支出,不鼯

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在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挣利裥时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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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捺资产为再融资当年扣除该次再融资募集资金净额

后的净资产值:因再融赘蒡投项目所产生的净利涧将从融资当年中扣除

⒛lO年度 2011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菁的净利涧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扪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涧均不得低于援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

平且不得为负

θ ⒛lO年、2011年公司耒发生冉触资资全±l,K的情况。

4、公司20102011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洚利涧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手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均商子搜予前三个会计年度平均水平

(二)公司满足援予/解锁茶件的同时,撖励对象获糗/解锁限制性股纂须未

山现下列任-情形:

(l)最近3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贲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逛的;

〈2)最返3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屮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G)存在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耋事 商级眢殛人员的情形:

〈4)存在公司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被公司做出书面处理泱定

的;

〈5)根掘公司缋效评价制度,相应年度绩效评价不合格0l

二、关于本汲限制性般票解锁的茶件满足情况

〈—)粮橱 K辙励计划》̀ 白⒛lO年9月27日公司向撖励对蕞授子限制性股票

之日起2年为棼鲁明 截至2012年9月⒛日,公司授予oi限制性般票禁营期已属满

〈二)根据 《光明乳业攸份育限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公司确认并经本所

律师裣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监会最近-年内的行政处罚公眚和其他核查 谶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乏日`光明乳业不存在以下情l。。.

〈l〉最近-个会计年庋财务会计掀眚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耆无法

表示慧见的宵计报眚;

〈2〉最近-年内因童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θ〉中国证监会认定不铯实行般权擞励计tl的其他情形

(≡〉根掘 《光明乳业般份有限公司2010年年庹掀告》、《,t明乳业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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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⒛1l年年度报营》、公司第四属童寄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瞒足首批限制性般票解锁条件的议案》、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年、⒛11午业绩考核指标完成倩况如下:

《关子公司

饣奢,司2010

2010午 20l1午

指标 实0T 指标 实际

营业芯收人

(亿,t)
9钅 OB 9s 氵2 1∶3 76 117 89

狰利洞 〈亿元〉 1 9 2 0 z z8 2 3?

狰资产收益萆 不低于8% s 4% 不低于$ 8 $

扪l|后捡利润占泖

利润比重
不低于 甾% 88% 不低于 8$ 87祜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满足笫-次限剞性腴票解锁条件`并且根掂公司确认`公

司2010年、20l1年的业。Jl考核指标均不低亍同明行业平,l水平,

(四)经核查,⒛10年 ⒛】1年公司未发生再触资资金刭账的情况

〈五)根据公司⒛Oz年至⒛l0年尔废报告及公司确认`《潋励计kl》项下限

制性股票摸予前三个会计年度 〈⒛∝ ⒛08 200Q,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昔洚

利润分别为213亿、⒓ 86亿与l”亿,平均为0⒗亿元;该三个含计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耆净利涧分别为△ ‘9亿、△ ⒛亿与0⒚8亿

元 平均为 l贸亿元 公司2010年 ⒛11年度归属于冯公司所有者挎利涧及扪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均高于搜予前三个会计年度平均

水平

〈六)根据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血事会审核、公司确认并经本,t律lT裣

索中华人民央和国证监会最近三年内的行政处罚公眚及⊥海证券交易所最近三

年的诚信档秦公示攵件利其他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激Fdl对象不存

在以下倩况.

〈l)最近3竿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逋赍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逛的:

〈2)最近3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存在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苤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存在公司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被公司做出书面处理决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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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狠据公司缜效评价制度,相应年度绩效评狁不合梧的

练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禀解锁已满足 礅 励计划》规定的

解锁簇件,

三、关于郜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第四恼童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子《关于回购’x注

销潋励对象首批未解锁限制性股祟的议案》,θ名澉励对募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

发生了《撖励计kl》中规定的惰形 公司重事会泱定按照以下方式回mJ并注销⊥

述己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郎或部分股权擞励股禀,

(二〉由于公司在短搠内发生多起产而质虽享故,裉据公司第四属堇筝会第

三+次会议甯议通过的相关议案,董事会汰定刑负有领导蒉任和直接责饪n,相关

激励对象首批应解额限ll性腴票的郡分及全郗不予解锁 根据 【漱励计+Jl》,首

蹰不予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在首期解锁日后按搜子价嵇统一回购并注销

四、关于本次限制性册票解锁及都分限制性册票的田购疰销己履行的翟序

〈—)经核查`公司于2010年9月20日召开的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K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棂杈薰誓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般票激励计划相关誓宜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限制性服票解til及未解锁股栗的回购拄销相夭事

宜获锝合法汰策援权,

姓名 蓠职时㈣

获搜限剞0i般

票总童

(万股〉

肓批可解锁限削性

股票数童

(万股)

回购的限制仕股票敷遏

σ 股)

徐志排 ⒛l1午a月 5 0 s

舒纲妹 2011乍4月 5 1 9 o 5 19

易志超 2011午7月 7 1 4 o 7 14

王荫榆 20】1车7月 16 71 o 16 71

何营 20⒓午 1月 2 o B 12

潋留 及 l 1 64 2 4f,

王晓文 20⒓午 6月 9 s5 3 74 5 61

殷海平 !2 ‘8 7 2

兔 冈 ⒛ 13耸 1月 4 39 1 750 1 317

合计 65 88 12 73s 51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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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年1月∞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汲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对首批限制性般票可解锁的澉励对镦名单逃行核查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

激励对象名单迸行核查后认为,首批限制性股票可解锁的嗷励对象具搔 《公司

法》 K公司簟程》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

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iiL,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nl情况 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

杈潋励管理办法 〈试行》、《般杈激励有关事项各忘录》规定的激励对皱紊作,

拊合 《光明乳jL股份有限公司 A股限制性股栗激励计划 〈蕈案再修订犒〉及摘

熏》规定的首批限制性般票解锁条件,其苜枇限制性股慕解锁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2013年1月⒛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限剞性腴票擞励计划首批限剃性股票解锁的实施方案》、《关于公司搦足首批限制

性股票解锁茶件的议案》 《关于澉励对象瞒足首批限制姓股票解锁茶件的议案》

和 《关于回购及江销擞励对象首批未解锁限制性Fn票的议案》,公司童事会认为

公司摸子的限制性股票禁皙期己属满‘《激励计kl》规定的解锁茶件均己满足

且激励对敏在考核年度内考核合樯,可予以解锁`但童享会根琚股本大会授权对

本法律意见书第三项第 〈二)部分捩露的郸分撖励对蘩已荻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期

限制性股粟全部或部分不予解锁,

(四)2013年I月29日,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首姗限制性股票解锁与回购事

项发表独立薏见如下;公司瞒足 《擞励计划》lmL定的首批限舸性腴禀解锁条件;

掎肓可解锁限剃性般票的潋励对象±体资格合法 有效,满足 《擞励计划诩规定

的首期限制性股藁解锁茶件;育期⒛4⒉9°万股限剞性股票解锁符合《擞励计划》

的规定;首期∞ ∞⒅万胺限制性般票回购符合 《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按有

关法律法规 公司服禾大会决议、董鸵会决议及 《澉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公眚

j1。份解锁与回购 验资、修改覃租等事宜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光明孳1业本次限制性股慕解锁己雇行的程序符合

《激励管璎办法》及 《激励计灿》等规定,租序合孩、有效,本珐律意见书披露

的部分限制性股慕的田购泣销符合 《激励计划》之规定,已经公司第四属萤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桉照 《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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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手续。

五、绪茏意见

缘上,本所箨师认为,本次限制性瞰票解锁荼件已耩足,公同已经履行了本

次眼制性股禀解锁锕相关穆序,公司鲞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限制佐股慕解锬的合

法授权,公司董事会镝认擞励对豪擐交的解锁申请后,可统-办理符合解锁茶件

的限锏性牧累的樨锁事宜;本次回购拄销符合 《擞励计划》的规定,并攒照 《公

司法拶及相关规定办理碱资手续利股份跬销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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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碎志见书的日搁及鎏孛莹申

本法律蒽见书子二0一三年-月三+日由国措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经

办律师为眢麓军律师、际懿君律师,

〓、瑟律瘗见书n0正、Ⅲ 本份敛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蘩硷'无副本,

第=节 法律急见书结昆

经办律师.

国措

负责

掌

敝

倪俊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