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38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002673

证券简称：西部证券

Disclosure

公告编号：2020-059

证券代码：600392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海城投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城投控股” ） 计划自上述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至
2020年12月31日前，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不超过2%），减持价格区间不低于9元/股，其中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2020年9月18日，公司收到股东城投控股出具的《关于西部证券股份减持计划数量达半
暨减持比例达到1%的进展告知函》。截至2020年9月15日，股东城投控股减持股份数量已达计
划减持数的一半暨减持比例达到1%。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集中竞价

2020年7月6日
至
2020年9月15日

9.86

3500

1.00%

-

-

3500

1.00%

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减持价格区间为9.15-10.35元，减持次
数为多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份性质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528,496,372

15.09%

493,496,372

14.0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528,496,372

15.09%

493,496,372

14.09%

0

0

0

0

556,335,1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73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泽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董事黄平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唐光跃先生、王全根先生、
董文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郭晓雷先生出席本次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宁夏丰华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

票数

A股

556,100,186

弃权
比例（%）

票数

99.9577

234,300

票数

比例（%）

0.0421

7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海南文盛转让福建文盛、防城港文盛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未违反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
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备查文件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西部证券股份减持计划数量达半暨减持比例达
到1%的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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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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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8日，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202362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
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
解释，并在 30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披露反馈意见回复，
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8日

反对

票数

A股

比例（%）

556,111,386

弃权

票数

99.9597

比例（%）

223,100

票数

0.0401

比例（%）
7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署《债务清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A股

556,111,386

弃权

票数

99.9597

比例（%）

223,100

票数

0.0401

比例（%）
7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购买公司和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A股

556,100,186

弃权

票数

99.9577

比例（%）

234,300

票数

0.0421

比例（%）
7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737

公告编号：20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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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9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仁南街298号（大鼎世纪广场一号楼）大鼎世纪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进展的公告

合计

■ 2020年9月19日 星期六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宁夏丰华实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90,829,545

99.7419

234,300

0.2572

700

0.0009

2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南文盛转让福建
文盛、防城港文盛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90,840,745

99.7542

223,100

0.2449

700

0.0009

3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署 《债务清偿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90,840,745

99.7542

223,100

0.2449

700

0.0009

比例（%）

票数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议案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海南文盛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宝川、刘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所有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盛和资源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9日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20-085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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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分别于2019年8月14日、2019年8月30日召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三棵树涂
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19年8月15日、2019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鉴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将于2020年9月20日届满，根据中
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
2019年9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1,401,119股公司股票， 已于2019年9月19日全部以非交易过户形式
过户至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账户，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75%， 过户均价约为44.30元/股
（含交易费用）。 2020年6月29日，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以每10股转增4股的比例进行
转增，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转增后的持股数量为1,961,56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5%。 根
据《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
的公司股票锁定期为2019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20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9月
21日、2020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告
上披露的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暨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编号：2019-048）、《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1）。
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锁定期届满后，公司将根据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卖出股票。
三、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交易限制

证券代码：603188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前30日起至最终
公告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4、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其他期间。
管理委员会在决定买卖公司股票前， 应及时咨询公司董事会秘书是否处于股票买卖敏感
期。
四、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终止
1、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24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并
且员工持股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存续期届满后未有效延期的，持股计划自行终止。
2、锁定期届满之后，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后30个交易日内完成清算，并按持有人持有的份额进行
分配。
4、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5、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时，经持有人会议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限可以延长。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9日

证券简称：ST亚邦

公告编码：2020-034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投资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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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江苏亚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亚邦（孟加拉）化工与医药产业园开发有
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 投资金额：10000万元
● 特别风险提示:本事项为设立新公司，尚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新公司设立后，相
关投资项目、收益等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公司孟加拉染料及中间体等精细化工产品投资项目， 发展公司第二生
产基地，完善公司产业布局，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实现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相结合，推进公司
战略落地，公司拟在常州全资设立江苏亚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以公司
自有资金出资，公司持有投资公司100%的股权。 同时在此基础上在孟加拉设立该投资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以便加强投资项目的业务管理。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投资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的议
案》，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该公司的设立需经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实施。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公司
（1）公司名称：江苏亚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常州市武进区人民西路105号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5）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化工产品销售等

证券代码：002689

2、投资公司的境外子公司
（1）公司名称：亚邦（孟加拉）化工与医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BangabandhuSheikh MujibShilpa Nagar（孟加拉国米尔沙来经济区）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5）经营范围：投资、贸易、商业服务
上述信息均以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拟设立的投资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由本公司全资投资设立，不存在其他投资主体。
三、设立投资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设立投资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主要是为加快推进公司孟加拉投资项目的落地实
施，投资公司设立后同时将作为公司未来投资业务发展的主要平台，通过股权投资、产业并购
等资本运作模式，促进产业与资本的良性融合。本次设立投资公司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
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拓宽投资及并购渠道，实现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风险提示
（一）本事项为设立新公司，尚需国内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及境外行政审批机构等相关部门
核准。
（二）本次投资为设立子公司、孙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由于该公司尚未开展具体
业务，目前尚无法预测该项投资可能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公司将加强对新
设公司的资金管理和对外投资风险的管理，加强与专业金融机构的合作，通过专业化的运作和
管理等方式降低风险。
（三）由于孟加拉国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国内存在较大区别，存在诸如资金、技
术短缺，基础设施薄弱，能源供应困难等问题，政局不稳、社会治安恶化，政府效率低下以及大
国在孟加拉国的影响力争夺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可能会影响到对孟加拉国的投资， 公司在孟加
拉国成立孙公司，需要尽快熟悉并适应当地的商业和文化环境，这将给孟加拉孙公司的设立与
运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 19 日

证券简称：远大智能

公告编号：2020-062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7月14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公司控
股股东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铝业集团” ）计划自上述公告以集中竞价
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62,598,643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6%（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
远大铝业集团于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7月2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10,433,000股，合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2020年7月29
日在巨潮资 讯 网 披露 了 《关 于 控股 股 东 减持 公 司 股 份比 例 达 到1%的 公 告 》（公告 编 号
2020-051）。
远大铝业集团于2020年8月6日至2020年8月14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10,429,890股，合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9997%。 公司于2020年8
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7）。
2020年9月1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远大铝业集团出具的《关于减持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告知函》，获悉远大铝业集团于2020
年9月8日至2020年9月17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433,000股，
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 自2020年7月24日起至2020年9月17日，远大铝业集团通过
集中竞价的方式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1,295,890股，合计减持股份
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3%，占减持计划股份总数的49.99%，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大宗交易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比例（%）

3.63

500.00

2020/7/28

3.66

543.30

0.5207

2020/9/8

3.36

793.00

0.7601

0.4792

1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请注明）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性质

股数(万股)

39.53

40,200.4279

38.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1,243.7279

39.53

40,200.4279

38.53

--

--

--

16.61

17,330.6391

16.61

17,330.6391

16.61

17,330.6391

16.6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5

13.3067

0.01

合计持有股份

58,627.5938

56.19

57,584.2938

55.19

合计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587.6737

56.16

57,544.3737

55.16

39.9201

0.04

39.9201

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20/8/10

4.0659

73.46

0.0704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2020/8/11

3.9565

23.00

0.0220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0.0069
0.0022
0.0007

--

--

--

--

--

31,29.589

2.9997

合计持有股份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43,330.0169

41.53

40,200.4279

38.53

43,330.0169

41.53

40,200.4279

38.53

--

--

--

--

二、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三号街20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9月8日至2020年9月17日
远大智能
增加□
减少√

股票代码

002689

一致行动人

有√
是√

否□

无□

0.04

39.9201

0.04

是√
否□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14日通过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9）， 其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62,598,64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6%（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 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
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即不超过10,433,107股；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两
诺、意向、计划
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进行， 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即不超过20,
866,214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要求履行信息披露手续后实施（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减持与前期已披露的减持承诺、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以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0.2265

7.22

39.9201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236.339

2.26

--

53.2268

0.01

4.3805

0.71

--

0.05

13.3067

2020/8/7

3.90

--

53.226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 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3.94

--

合计持有股份
康宝华

0.2399

3.90

--

17,330.63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6709

2020/8/13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50.30

2020/8/14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41,243.7279

有限售条件股份
远大铝业工程
（新加坡）有限
公司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合计持有股份

700.00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1

1,043.30

3.20

股份性质

变动类型（可多选）

减持比例（%）

1,043.30

4.1286

注：若上述表格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的原
因所引起。
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含因公
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价格区间：3.90元/
股—4.3805元/股。
自本公司上市以来，远大铝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比例2.9997%。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票简称

减持股数（万股）
A股
合计

2020/8/6

合 计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2020/9/17

2020/8/12

其他方式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均价

2020/7/24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若上述表格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的原
因所引起。
三、其他相关说明
1、远大铝业集团本次减持股份事项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远大铝业集团减持股
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股份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4、公司将持续关注远大铝业集团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计划数量过
半的告知函》。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0-097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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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18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9月18日-2020年9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8日上午9:15至9:25和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
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许开华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格林美（内蒙）循环产业园会议室（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三垧梁工业园区经五路东，纬一路南）
（5）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0年8月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74名， 代表股份
815,506,39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0450％。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
名，代表股份524,012,44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95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59名，代表股份291,493,94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0926％。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270人，代表股份297,021,099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6.2081％。
3．公司部分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335,5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71％；反
对15,966,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78％；弃权20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0,850,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4.5557％；反对15,966,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755％；
弃权20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证券代码：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20-088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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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15:00，会期半天；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0年9月18日 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0年9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豪东路四维图新大厦A座13层1303号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程鹏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34,006,695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本的22.271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6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00,
009,93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20.526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33,996,76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744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5,908,097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2.355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11,911,33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11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3,
996,76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7445％。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天元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 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838,7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13％；反对167,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740,1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342％；反对167,9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2.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812,7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53％；反对193,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714,1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75％；反对193,9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2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3.00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909,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5167％；反对208,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弃权1,889,5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3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10,5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4309％；反对208,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532％；弃权1,889,5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1159％。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350,8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577％；反对3,655,
8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52,2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0366％； 反对3,655,
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96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5.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5.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350,8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577％；反对3,629,
3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362％；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52,2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0366％； 反对3,629,
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9057％；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7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5.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348,8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572％；反对3,648,
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407％；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50,2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0322％； 反对3,648,
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9477％；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5.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350,8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577％；反对3,646,
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402％；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52,2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0366％； 反对3,646,
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9434％；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5.04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330,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530％；反对3,670,
1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456％；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31,9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9924％； 反对3,670,
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9946％；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5.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292,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441％；反对3,708,
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545％；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93,4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9085％； 反对3,708,
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784％；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5.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270,7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392％；反对3,729,
9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594％；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72,1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8621％； 反对3,729,
9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248％；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1％。

本次股东大会增选唐鑫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与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增选非独立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情况如
下：
表决结果：同意801,267,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540％；反
对13,981,2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144％；弃权257,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2,782,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5.2061％；反对13,981,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72％；
弃权2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867％。
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增选潘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独立董事候选人潘峰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
选人潘峰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本次增选独立董事
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801,801,6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95％；反
对13,429,7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468％；弃权27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3,316,3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5.3859％；反对13,429,7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15％；
弃权2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926％。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4,301,8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4949％；反
对60,936,1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722％；弃权268,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5,816,6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79.3939％；反对60,936,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158％；
弃权2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9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邓洁律师与陈晓璇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5.07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427,6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753％；反对3,555,
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193％；弃权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29,0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2039％； 反对3,555,
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7454％；弃权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08％。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5.08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426,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751％；反对3,556,
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195％；弃权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28,09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2018％； 反对3,556,
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7474％；弃权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08％。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5.09 发行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289,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434％；反对3,694,
3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512％；弃权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90,4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9020％； 反对3,694,
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473％；弃权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08％。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5.10 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350,8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577％；反对3,629,
3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362％；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52,2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0366％； 反对3,629,
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9057％；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7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6.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283,8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422％；反对3,722,
8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5,2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8906％； 反对3,722,
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7.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360,6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599％；反对3,646,
0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4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62,0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0579％； 反对3,646,
0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94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8.00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635,7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841％；反对1,370,
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1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37,1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0137％； 反对1,370,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8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9.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289,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434％；反对3,667,
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451％；弃权4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90,4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9020％； 反对3,667,
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9893％；弃权4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08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10.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289,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434％；反对3,717,
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5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90,4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9020％； 反对3,717,
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9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11.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761,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35％；反对245,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656％；反对245,3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20-089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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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9月18日召
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和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
案》，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对该部分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31,610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1,961,
563,170股减少至1,961,131,560股，注册资本相应由人民币1,961,563,170元变更为人民币
1,961,131,560元。 公司股本总数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公
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以上公告信息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
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
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
件。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