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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5,772,053,733.23 5,380,662,496.25 7.27%

营业利润

123,317,341.66 82,335,400.24 49.77%

利润总额

123,131,747.18 81,925,152.89 5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3,547,154.84 68,247,002.58 51.72%

基本每股收益

0.29 0.18 6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2% 5.56% 2.3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1,548,732,211.42 13,975,327,766.90 -1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340,693,545.99 1,260,847,960.28 6.33%

股本

373,318,054.00 376,513,608.00 -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3.59 3.35 7.16%

注：1、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154,873.22万元，较期初下降17.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134,069.35万元，较期初增长6.33%；公司总股本37,331.81万元，较期初下降0.85%；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7,205.37万元，同比增长7.27%；实现营业利润12,331.73万元，同

比增长49.77%；实现利润总额12,313.17万元，同比增长50.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0,354.72万元，同比增长51.72%，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应收款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金

额较大所致（具体详见2018年1月3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计提坏账准备

的公告》），且公司报告期内经营发展稳健，不存在前述情况。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8年10月30日，公司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

的预计是：“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0%~50%，2018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6,825万元~10,238万元” 。

2018年业绩快报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54.72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51.72%。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39� � �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19-007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962,556,336.63 1,618,513,019.91 21.26%

营业利润

103,876,804.11 111,466,496.47 -6.81%

利润总额

98,103,581.48 116,912,879.67 -1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614,789.46 71,528,907.65 0.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19 -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4% 4.47% -0.4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3,727,404,839.78 3,601,510,235.18 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802,877,575.57 1,747,081,914.01 3.19%

股 本

393,696,000.00 393,69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58 4.44 3.15%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6,255.63万元， 同比上年增长21.26%； 实现营业利润10,

387.68万元，同比上年下降6.81%；实现利润总额9,810.36万元，同比上年下降16.0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61.48万元，同比上年增长0.12%。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8元， 同比上年下降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4%，同比上年下降0.43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稳定。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72,740.48万元,比2017年

末增长3.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80,287.76万元，比2017年末增长3.1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58元，比2017年末增长3.15%。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受益于南方电网配网产品销售业绩增长，公司营

业收入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同比上年出现下降，主要原因是研发费用增加

较多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0%-20%。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

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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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9年2月22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2019年2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以非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截止会议投票表决时

限，未收到郑永进董事表决票，视为弃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及公司

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能公允反映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本

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88,589.17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1票。

鉴于截止会议投票表决时限，未收到郑永进董事表决票，视为弃权。

详见2019年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关于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及变更基金关键人等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1票。

鉴于截止会议投票表决时限，未收到郑永进董事表决票，视为弃权。

详见2019年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及

变更基金关键人等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缩减并

购基金规模及变更基金关键人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对因离职或所任职的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全部转让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公司2015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原激励

对象魏涛、孟涛、温启琛、雷新彬、方竹、顾正熙和卢浩雷共计7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8,500股进行回购注

销，回购价格为7.4037元/股；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公司2018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原激励对象唐伟、李红颖、赵

明姝和李应共计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54,622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2.108元/股。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1票。

鉴于截止会议投票表决时限，未收到郑永进董事表决票，视为弃权。

详见2019年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及变更基金关键人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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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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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2月26日以非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和电话方式送达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有关人员。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位，实际

参与表决监事2位，截止会议投票表决时限，未收到刘铁军监事表决票，视为弃权。董事会秘书孟庆昕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经过商誉

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88,589.17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1票。

鉴于截止会议投票表决时限，未收到刘铁军监事表决票，视为弃权。

详见2019年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

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及变更基金关键人等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1票。

鉴于截止会议投票表决时限，未收到刘铁军监事表决票，视为弃权。

详见2019年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及

变更基金关键人等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由于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离职或所任职的

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全部转让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符合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1票。

鉴于截止会议投票表决时限，未收到刘铁军监事表决票，视为弃权。

详见2019年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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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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673,122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1,309,470,982股的0.0514%。 其中，2015年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7.4037元/股，回购数量为118,500股；2018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2.108元/股，回购数量为

554,622股。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离职或所任职的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全部转让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一）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1、2014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2、在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015年4月20日，公司获悉报送的《关

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2015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4、2015年7月24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5、2015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按照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将

授予价格调整为11.279元/股，并确定2015年7月24日为授予日。

6、2015年9月7日，公司实际完成482名激励对象共计17,806,800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上市日为2015年9月8日。

7、2015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将预留的 2,051,0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79名激励对象， 授予价格为 13.87� 元/股， 并确定

2015�年 9�月 25�日为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8、2015年11月4日，公司实际完成77名激励对象共计2,033,000股预留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上市日为2015年11月5日。

9、2016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胡发根、唐博、蒋民锋、石飞、陈付刚、于娜、姜波、刘春共

计8人（均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279,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0、2016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董事会和监事会认为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已全部成就，同意

473�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王淼解锁前离职）获授的 8,728,90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

11、2016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王淼、蔺小洹、姚东明、李洪文、狄凌共计5人（狄凌

为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其余4人均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09,000股进

行回购注销。

12、2017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议案》，董事会和监事会认为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

锁条件已全部成就，同意 76�名激励对象获授的 1,515,75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 并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

激励对象李墨、白玉强、李磊、吴婷婷、赵帆、刘晓东、李晓华共计7人（均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4,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3、2017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期解锁的议案》，董事会和监事会认为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条件已全部成就，同意 459�名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4名激励对象杨津萍、高剑、邓红萍和马汀解锁前离职）获授的 8,512,90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

14、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的议案》，董事会和监事会认为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条件

已全部成就，同意76�名激励对象获授的1,515,75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 并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

杨津萍、高剑、邓红萍、马汀、张渤、张伟、张宇、孙婷、施先忠、冯赓、王跃先、王萌、孙丽、黎艳平共计14人（均为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25,5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已经

公司2018年5月14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5、2018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期解锁的议案》，董事会和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期解锁条件

已全部成就，同意442�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6名激励对象魏涛、孟涛、温启琛、雷新彬、顾正熙和卢浩雷解锁前离职，方竹因公

司在解锁前已全部转让其所任职的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获授的8,260,90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

16、2019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或所任职的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全部转让已不符合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条

件的原激励对象魏涛、孟涛、温启琛、雷新彬、方竹、顾正熙和卢浩雷共计7人（均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8,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1、2018年3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确认，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18年5月14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4、2018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价格12.15元/股，向385

名激励对象授予29,450,000股限制性股票，并确定2018年6月11日为授予日。

5、2018年7月11日，公司实际完成360名激励对象共计27,046,469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上市日为2018年7月12

日。

6、2019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唐伟、李红颖、赵明姝和李应共

计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54,622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注销原因

公司2015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原激励对象魏涛、孟涛、温启琛、雷新彬、顾正熙和卢浩雷共计6人已离职，方竹因公司在

第三期股票解锁前已全部转让其所任职的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根据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章 激励对象

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以及“第十四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原则” 的相关规

定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拟对其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2018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原激励对象唐伟、李红颖、赵明姝和李应共计4人已离职，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以及“第十四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原则” 的相关规定已不符

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拟对其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三、 回购注销数量、回购价格、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1、回购注销数量

公司拟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118,500股，公司拟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554,622股，本次共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673,122股。

2、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2016年6月， 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基数， 每 10�股派发现金

0.5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5股。

2017年6月， 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基数， 每 10�股派发现金

0.37�元（含税）。

2018年7月， 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基数， 每 10�股派发现金

0.42�元（含税）。

根据《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

登记后，若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情况时，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2015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P＝（P0-V1）/（1＋n）-� V2� – V3=（11.279� -0.055）/(1+0.5)-0.037� -0.042≈

7.4037元/股

2018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P＝P0-V3� =12.15� -0.042� =� 12.108元/股

若在办理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过程中，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回购

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3、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 回购股份相关说明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回购相关说明如下表：

内容 说明

回购股票种类

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回购股票数量（股）

673,122

股权激励限售股数量（股）

27,199,969

占股权激励限售股比例

2.4747%

公司股份总数（股）

1,309,470,982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0.0514%

限制性股票回购单价（元

/

股）

2015

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单价（元

/

股）

7.4037

2018

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单价（元

/

股）

12.108

回购金额（元）

7,592,701.63

资金来源 自有流动资金

五、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66,110,589 20.32% -673,122 265,437,467 20.28%

高管锁定股

22,568,872 1.72% 22,568,872 1.72%

首发后限售股

216,341,748 16.52% 216,341,748 16.53%

股权激励限售股

27,199,969 2.08% -673,122 26,526,847 2.0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43,360,393 79.68% 1,043,360,393 79.72%

三、总股本

1,309,470,982 100.00% -673,122 1,308,797,860 100.00%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

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

激励》、《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

稿）》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2015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原激励对象魏涛、孟涛、温启琛、雷新彬、方竹、顾正熙和卢浩雷以及

2018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原激励对象唐伟、李红颖、赵明姝和李应共计11人因离职或所任职的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全部

转让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73,122股。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由于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离职或所任职的

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全部转让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符合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九、律师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就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履行了

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2015年度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事由、数量、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均符合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2015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8年度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履行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相关法定程序。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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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2017年1月 17日，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2号

《关于核准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合肥高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核准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发科技” ）

100%的股权，并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形成商誉304,289.95万元。

2018年，受中美贸易战及国内乘用车销量下降特别是轿车销量下降的影响，杰发科技的IVI芯片销量未能达到预期；同时，

IVI新款芯片、MCU芯片及TPMS芯片研发投入比预期要高， 研发周期较预期略长， 综合导致当年收入及利润均未能达成目

标。 公司计划未来持续投入芯片新产品研发，并加快新芯片产品推广与上市工作。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杰发科技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906.12万元，经营

业绩低于预期,杰发科技资产组（包含商誉）出现减值迹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公司聘请了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截至

201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所涉及的杰发科技股东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值，并于2019年2月22日出具了《北京四维图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所涉及的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减

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030076号），评估报告所载2018年12月31日杰发科技100%股东权益评估

结果为331,701.00万元。 评估结果低于资产组账面价值，为谨慎起见，公司拟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上述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经由2019年2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公司在对包含商誉的杰发科技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按以下步骤处理：

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杰发科技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结果为未发生减值损

失；

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杰发科技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比较包含商誉的杰发科技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发现

包含商誉的杰发科技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于是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抵减资产组中商誉的

账面价值。

三、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况

账面价值

资产可回收金额（评估

值）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金额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的依据

计提原因

420,290.17

万元

331,701.00

万元

88,589.17

万元

具有证券资格的评

估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

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资产存在减 值迹象的，应

当估计其可收回价值，按

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

的金额，计提减值准备

四、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88,589.17万元，相应减少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本次计提完成后，因收购杰发科技形成的商誉余

额为215,700.78�万元。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宜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反映。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宜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因杰发科技经营业绩低于其业绩承诺，根据公司与杰发科技、雷凌科技、高新创投、杰康投资、杰浩投资、杰朗投资、

杰晟投资、世昌环球、广嘉有限、 Waysing� Ventures、 Waysing� Holdings�及 CREATIVE� TALENT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约定，交易对方需向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根据补偿协议计算，交易对方需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合

计为61,592.18万元（未经审计），考虑补偿后，本次商誉减值、业绩补偿事项合计导致2018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减少26,

996.99万元（未经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经审计后正式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

五、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商誉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和公司资产实

际情况，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遵循谨慎性、合理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经营成果。

六、 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及公司

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能公允反映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本

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七、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八、 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经过商誉

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九、 其他说明

因研发和量产进度达不到预期，同时受乘用车销量整体下滑等原因的影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杰发科技2018年

未能实现业绩承诺， 公司在此郑重向广大投资者诚挚道歉。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公司将督促补偿义务人按照《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及时履行补偿责任。 同时，公司将继续加强集团内部战略资源整合，

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强化公司的运营能力，加大研发力度和产品布局，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及风险防控能力，从而保障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

十、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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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149,438,406.22 2,156,487,774.85 -0.33

营业利润

503,700,078.86 268,893,348.19 87.32

利润总额

503,473,155.35 269,444,261.72 8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8,973,525.09 265,199,610.30 80.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56 0.2186 7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6% 4.69% 2.2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9,227,982,066.17 9,798,917,104.82 -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199,868,603.75 6,636,154,615.91 8.49

股 本

1,309,470,982.00 1,282,615,013.00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50 5.17 6.3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1-12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4,943.8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0.33%，实现营业利润50,370.0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7.32%， 利润总额50,347.32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8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897.35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80.61%，基本每股收益0.3756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1.82%。

经营业绩变动主要原因：

公司原控股子公司 Mapbar�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图吧 BVI” ）于 2018� 年进行增资扩股，并于2018年第四季

度完成增资及交割手续，图吧BVI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本次交易一次性实现投资收益，增加公司净利润。

公司子公司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发科技” ）2016-2018� 年期间未能完成承诺累计税后净利润，根据相

关协议四维图新向杰发科技原股东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总额需要进行相应调减，增加公司净利润。 同时，公司基于审慎原则

对收购杰发科技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减少公司净利润。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为922,798.21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719,

986.8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5.50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3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8年10月24日披露《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预计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同比增长 10%-40%，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9,171.96万元一37,

127.94万元。后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披露《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将前次业绩预告修正为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同比增长70%-100%，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5,083.93� 万元一

53,039.92�万元。

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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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及变更基金关键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2月26日，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四维图新”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及变更基金关键人等的议案》。 北京四维天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维天盛” ）

是公司与北京金盛博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博基”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赢维景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暂定名“北京世纪通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此为工商登记部门核准名称）

共同投资设立。 四维天盛将作为普通合伙人，与四维图新、金盛博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中心（现

更名为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深圳市红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红

塔资产诚宇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红塔资产” ）共同发起设立四维互联并购基金。 经四维互联基金普通合伙人

和有限合伙人（以下合称“全体合伙人” ）协商一致，将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由10（十）亿元人民币减少至5（五）亿元人民币。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赢维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公司副总经理毕垒、财务总监姜晓明、投资部总经理陈牧

村共同发起设立，毕垒先生、姜晓明先生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公司参与设立四维天盛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公司与四

维天盛共同对四维互联基金投资。 根据证监会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2号： 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

资》及相关规定，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并购基金设立情况

1、2017年4月24日，公司披露《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与

金盛博基、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红塔资产签订《合伙协议》，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为10亿元人民币：四维天盛为普通合伙

人，总认缴出资1,000万元；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为有限合伙人，总认缴出资25,000万元；四维图新为有限合伙人，总认缴出资10,

000万元；红塔资本为有限合伙人，总认缴出资59,000万元；金盛博基为有限合伙人，总认缴出资5,000万元。

2、2017年12月4日，北京四维互联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3、2018年2月3日，公司披露《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司与四维天盛、金盛博基、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红塔资产签署合伙协议，并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购基金完成设立。

二、本次减少投资金额情况及关键基金关键人变更

1、经并购基金合伙人一致同意，基金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00万元减少至50,000万元，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变化如下：

2、北京四维天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唐伟变更为陈牧村。

3、普通合伙人委派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及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召集人，由唐伟变更为陈牧村。

三、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补充约定事项一

合伙协议第三章第十一条 基金的存续期为5（五）年（自基金的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签发通过日即为基金成立

日）；其中，投资期为2（二）年，退出期为3（三）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根据基金运营具体情况相应延长或缩短。

基金存续期间内不得以任何形式举借债务。

本补充协议将合伙协议第三章第十一条变更为：

基金的存续期为5（五）年（自基金的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签发通过日即为基金成立日）；其中，投资期为3（三）

年，退出期为2（二）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根据基金运营具体情况相应延长或缩短。

基金存续期间内不得以任何形式举借债务。

2、补充约定事项二

（一）

合伙协议第四章第十二条第（一）款为：

名称：北京四维天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A座458

法定代表人：唐伟

本补充协议将合伙协议第四章第十二条第（一）款变更为：

名称：北京四维天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A座458

法定代表人：陈牧村

（二）

合伙协议第四章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为：

1．名称：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经信委技术市场中心” ）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鼓楼东大街48号

法定代表人：夏景良

本补充协议将合伙协议第四章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变更为：

1．名称：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鼓楼东大街48号

法定代表人：夏景良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中心现名称变更为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并于2018年6

月12日取得新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100004006146699）、法定代表人、举办单位等均未发生变更，各

合伙人一致认同有限合伙人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中心为

同一有限合伙人。

3、补充约定事项三

合伙协议第五章第十五条 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10（十）亿元人民币，由基金合伙人认缴出资并按本协议约定期限缴付出资。

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应当不低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1%；有限合伙人最低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本补充协议将合伙协议第五章第十五条变更为：

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5（五）亿元人民币， 由基金合伙人认缴出资并按本补充协议约定期限缴付出资。

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应当不低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1%；有限合伙人最低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4、补充约定事项四

合伙协议第五章第十六条 各合伙人的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和出资期限：

1.普通合伙人的出资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出资

比例

首期

出资

首期出资

占认缴额

比例

首期出资

期限

剩余出资期限

1

北京四维天盛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现金

1,000 1% 200 20%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以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缴付通

知书为准

本基金成立之日起

2

年内，根据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缴付通知

书缴款

2．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出资

比例

首期

出资

首期出资

占认缴额

比例

首期出资

期限

剩余出资期限

1

北京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经济技术市场

发展中心

现金

25,000 25% 5,000 20%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以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缴付通

知书为准

本基金成立之日起

2

年内，根据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缴付通知

书缴款

2

北京四维图新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现金

10,000 10% 2,000 20%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以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缴付通

知书为准

本基金成立之日起

2

年内，根据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缴付通知

书缴款

3

深圳市红塔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代表“红塔

资产诚宇

1

号

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现金

59,000 59% 11,800 20%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以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缴付通

知书为准

本基金成立之日起

2

年内，根据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缴付通知

书缴款

4

北京金盛博基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现金

5,000 5% 1,000 20%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以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缴付通

知书为准

本基金成立之日起

2

年内，根据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缴付通知

书缴款

本补充协议将合伙协议第五章第十六条变更为：

各合伙人的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和出资期限：

1．普通合伙人的出资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额

出资

比例

首期

实缴出资

剩余出资

金额

剩余出资期限

1

北京四维天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现金

500 1% 400 100

本基金成立之日起

2

年内，

根据普通合伙人发出的缴

付通知书缴款

2．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出资

比例

首期

实缴出资

剩余出资

金额

剩余出资期限

1

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现金

12,500 25.00% 10,000 2500

本基金成立之日起

2

年内，

根据普通合伙人发出的缴

付通知书缴款

2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现金

11400 22.80% 4,000 7400

本基金成立之日起

2

年内，

根据普通合伙人发出的缴

付通知书缴款

3

深圳市红塔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代表“红塔

资产诚宇

1

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现金

23,600 47.20% 23,600 0

本基金成立之日起

2

年内，

根据普通合伙人发出的缴

付通知书缴款

4

北京金盛博基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现金

2,000 4.00% 2,000 0

本基金成立之日起

2

年内，

根据普通合伙人发出的缴

付通知书缴款

5、补充约定事项五

合伙协议第五章第十七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将分次缴付：首次缴资金额为各合伙人认缴出资

的20%，普通合伙人在本基金成立之日起5（五）个工作日内，向各合伙人发出要求其履行首期出资义务的通知；后续各期根据

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由普通合伙人向各合伙人发出要求其履行当期出资义务的通知。

每期出资由各合伙人依据普通合伙人发出的缴付通知书所载明的金额和方式，向基金缴付，其中发起人和普通合伙人应

先于其他合伙人出资，除红塔资产、经信委技术市场中心以外的合伙人在普通合伙人提供发起人和普通合伙人已缴付当期出

资额的凭证后，缴付其当期出资额；红塔资产、经信委技术市场中心在普通合伙人提供其他合伙人已缴付其当期出资额的凭

证后，缴付其当期出资额。 经信委技术市场中心应在红塔资产缴付后二十日内缴付其当期出资额。 若经信委技术市场中心未

按上述要求缴纳其当期出资额， 则红塔资产及其他已出资的合伙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要求普通合伙人按原收款路径退

回当期出资。

本补充协议将合伙协议第五章第十七条变更为：

除合伙协议与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将分次缴付：普通合伙人在本基金成立之日起5（五）个工作

日内，向各合伙人发出要求其履行首期出资义务的通知；后续各期根据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由普通合伙人向各合伙人发出要

求其履行当期出资义务的通知。

每期出资由普通合伙人向需要实缴出资的合伙人发出的缴付通知书并载明的金额和方式， 其中发起人和普通合伙人应

先于其他合伙人出资，除红塔资产、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以外的合伙人在普通合伙人提供发起人和普通合伙人已缴付当期出资

额的凭证后，缴付其当期出资额；红塔资产、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在普通合伙人提供其他合伙人已缴付其当期出资额的凭证后，

缴付其当期出资额。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应在红塔资产缴付后二十日内缴付其当期出资额。若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未按上述要求

缴纳其当期出资额，则红塔资产及其他已出资的合伙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要求普通合伙人按原收款路径退回当期出资。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基金剩余出资金额的顺序为发起人和普通合伙人按对应出资比例实缴出资，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在发起人和普通合伙人提供已缴付当期出资额的凭证后，缴付其当期出资额。

6、补充约定事项六

合伙协议第七章第二十五条 在基金存续期内，普通合伙人应当确保关键人士任职于投资决策委员会。 如果任一关键人

士不再任职于投资决策委员会，则构成关键人士违约事件。

关键人士违约事件发生后，普通合伙人应及时确定替任的关键人士，并及时书面通知经信委技术市场中心。 若在关键人

士违约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内普通合伙人未能确定合格的替任的关键人士，则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更换普通合伙人，并给其他

有限合伙人造成损失的，被更换的普通合伙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基金关键人士为唐伟、李楠。

本补充协议将合伙协议第七章第二十五条变更为：

在基金存续期内， 普通合伙人应当确保关键人士任职于投资决策委员会。 如果任一关键人士不再任职于投资决策委员

会，则构成关键人士违约事件。

关键人士违约事件发生后，普通合伙人应及时确定替任的关键人士，并及时书面通知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若在关键人士

违约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内普通合伙人未能确定合格的替任的关键人士，则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更换普通合伙人，并给其他有

限合伙人造成损失的，被更换的普通合伙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基金关键人士为陈牧村、李楠。

7、补充约定事项七

合伙协议第七章第二十六条 普通合伙人可独立决定更换其委派的代表，但更换时应书面通知基金及基金全体有限合伙

人，并办理相应的企业变更登记手续。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唐伟。

本补充协议将合伙协议第七章第二十六条变更为：

普通合伙人可独立决定更换其委派的代表，但更换时应书面通知基金及基金全体有限合伙人，并办理相应的企业变更登

记手续。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姜晓明。

8、补充约定事项八

合伙协议第八章第三十二条 本基金投资期2（二）年，即普通合伙人应自基金的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起2（二）年内

完成基金的对外投资，不得循环投资。基金所有资金已全部实现对项目的投资并且基金已合法持有被投资企业股权视为基金

已经完成所有对外投资。

为确保有序清算基金所有投资项目，在退出期3（三）年的基础上，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基金退出期可以延长或缩短。

基金投资期终止后，对于已认缴出资中尚未投资的部分，除以下用途外，应按照减少基金出资额处理：

1.在基金剩余的期限内继续履行支付管理费以及基金其它费用的义务；

2.对尚在进行的或在投资期结束时基金已签署正式投资合同的项目进行投资。

本补充协议将合伙协议第八章第三十二条变更为：

本基金投资期3（三）年，即普通合伙人应自基金的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起3（三）年内完成基金的对外投资，不得循

环投资。 基金所有资金已全部实现对项目的投资并且基金已合法持有被投资企业股权视为基金已经完成所有对外投资。

为确保有序清算基金所有投资项目，在退出期2（二）年的基础上，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基金退出期可以延长或缩短。

基金投资期终止后，对于已认缴出资中尚未投资的部分，除以下用途外，应按照减少基金出资额处理：

1.在基金剩余的期限内继续履行支付管理费以及基金其它费用的义务；

2.对尚在进行的或在投资期结束时基金已签署正式投资合同的项目进行投资。

九、补充约定事项九

合伙协议第八章第三十三条 投资决策委员会和投资决策程序。

1.基金管理公司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对基金的所有投资项目做出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5（五）名委员构成，其中，四维图新委派2（二）名委员，金盛博基委派2（二）名委员，北汽福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委派1（一）名委员。 经信委技术市场中心和红塔资产各委派1（一）名代表，可以列席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普通合伙人委派唐伟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及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召集人。

本补充协议将合伙协议第八章第三十三条变更为：

合伙协议第八章第三十三条 投资决策委员会和投资决策程序。

1.基金管理公司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对基金的所有投资项目做出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5（五）名委员构成，其中，四维图新委派2（二）名委员，金盛博基委派2（二）名委员，北汽福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委派1（一）名委员。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和红塔资产各委派1（一）名代表，可以列席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普通合伙人委派陈牧村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及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召集人。

四、本次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及变更基金关键人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及变更基金关键人的议

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及变更基金关键人事项在董事会

审议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缩减并购基金规模的影响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将减轻并购基金经营压力，降低公司风险。 本次变更对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缩减并购基金规模及变更基金关键人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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