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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20年 7 月 3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并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获得贵会核准。公司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

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以下简称

“《15 号文》”）、《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

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以下简称“《备

忘录 5 号》”）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

[2008]257 号）（以下简称“《257 号文》”）的有关规定，对自公司通过贵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之日（2020 年 7 月 3 日）起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期

间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专项核查 

（一）总体情况 

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2020 年 7 月 9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十次会议及 202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6,200 股。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手续。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489,925,027 股

变更为 489,908,827 股。 

（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1、回购原因、数量 

由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吴文平、李振亚、刘超、尚润平、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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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共 5 人已离职。根据《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离职

人员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对离职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16,2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占股权激

励计划中全部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0.2160%，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33%。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所属岗位（职务） 回购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授予时间 授予价格（元/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 5 人） 16,200 2016.11.07 15.77 

总合计（5 人） 16,200   

2、回购价格 

根据《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对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为授予

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基准存款利息之和。公司 2016年度至2019年度权益分派情况： 

2017 年 6 月 9 日，公司实施完成 2016 年度权益分派事项，以公司总股本

512,760,67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0 元人民币（含税），该部分股

份现金红利已发放至激励对象的个人资金账户，因此公司在回购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时需将该部分现金分红从回购资金中扣除。 

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司实施完成 2017 年度权益分派事项，以公司总股本

513,240,21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70 元人民币（含税），该部分股

份现金红利已发放至激励对象的个人资金账户，因此公司在回购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时需将该部分现金分红从回购资金中扣除。 

2019 年 5 月 29 日，公司实施完成 2018 年度权益分派事项，以公司总股本

490,568,0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70 元人民币（含税），该部分股

份现金红利已发放至激励对象的个人资金账户，因此公司在回购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时需将该部分现金分红从回购资金中扣除。 

2020 年 5 月 19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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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回购注销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每股 15.7801 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 25.5637 万元（其中 25.2396 万元为对

应的购股资金，0.3241 万元为同期利息），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完成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20]000395 号），对公司截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减少注册资本及股

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北斗星通向公司员工回购股票 16,200 股，减少股

本合计人民币 16,200.00 元。本次实际支付股票回购款人民币 255,637.00 元，已

通过北斗星通在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开立的 110061415018800006726 的账户

支付。北斗星通变更后的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489,908,827.00 元，比申请

变更前减少人民币 16,200.00 元。” 

2020 年 7 月 31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份由 489,925,027 股变更为

489,908,827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3,086,158 25.12% -16,200 123,069,958 25.1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66,838,869 74.88% 0 366,838,869 74.88% 

三、股份总数 489,925,027 100.00% -16,200 489,908,827 100.00% 

（五）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专项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若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

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或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等导致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本次

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导致公司股本减少，对本次发行拟发行的股票数量上

限进行调整，是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预案中的发行数量条款所作出的

调整，且该条款已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在申报稿中如实披露，该

事项不构成对发行方案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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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仍然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发行条件。 

二、关于会后事项的专项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自公司通过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之日（2020

年 7 月 3 日）起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15 号文》、《备忘录 5

号》以及《257 号文》中所述的可能影响本次发行条件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

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其他会影响本次发行的事项。本次

发行仍符合发行条件。 

1、发行人会计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的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

和发行人律师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没有影响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除本专项核查意见“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专项核查”的相

关情况外，发行人没有发生其他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

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材料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发行人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及保荐代表人余洋和李恒达、项目协办人张国军，律师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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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分所及签字律师刘鑫、张相宾均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由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内部工作安排，发行人 2017 年度

和 2018 年度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均为叶金福、滕忠诚，2019 年度审计报告变更

为滕忠诚、杨七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上述签字会计师未受

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上述变更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10、发行人未做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

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自通过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之日（2020 年 7 月 3 日）

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无媒体质疑。 

18、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9、发行人自通过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之日（2020 年 7 月 3 日）

至本次发行完成上市日期间，如发生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中国

证监会报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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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余洋                    李恒达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8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