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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召开，北斗产

业发展成绩喜人但与挑战并存>> 

2019-05-26 

<<我国成功发射第四十四颗北斗导航卫

星，国家航天局发布《国家民用卫星遥感

数据管理暂行办法》>> 2019-05-12 

<<京雄高铁铺轨首次采用“北斗”定位系

统，北斗民用服务资质年检结果出炉>> 

2019-04-22 
 
 

雄安新区采用北斗技术建设数字智能城

市，俄罗斯成功发射格洛纳斯卫星 

——北斗行业双周报2019第10期 

 

股票名称 
EPS PE 

19E 20E 19E 20E 

合众思壮 0.65 0.84 16.32 12.65 

华力创通 0.25 0.33 35.06 27.13 

振芯科技 0.09 0.14 115.18 75.44 

海格通信 0.25 0.33 36.62 27.18 

中海达 0.21 0.27 41.34 32.77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雄安新区：采用北斗等技术建设数字智能城市。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

布会上，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表示，雄安新区的

规划建设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将采用北斗等先进技术建设数字智能城市。 

雄安新区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全面采用北斗卫星、遥感、红外线、太

赫兹、人脸识别、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设过程实行 BIM、CIM，

感应设施设备、光纤光缆都要埋在地下。  

 俄罗斯：成功发射一颗格洛纳斯卫星。莫斯科时间 5 月 27 日 9 时 23 分（北

京时间 14 时 23 分），俄罗斯空天部队从该国西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普

列谢茨克发射场，用“联盟-2.1B”中级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颗“格洛纳

斯-M”导航卫星。火箭发射升空和将卫星送入轨道的过程正常。目前地

面中心已成功接收到来自这颗卫星的信号，卫星内各系统运行正常。  

 千寻位臵发布全国首款支持低速自动驾驶车辆规模化商用的高精度定位

解决方案。千寻位臵此次发布的低速自动驾驶高精度定位解决方案，集“服

务、硬件、算法”于一体，是千寻知寸（FindCM）厘米级定位服务、定

制版高精度定位终端、千寻位臵自研算法的综合应用。四维图新与 Ibeo、

亮道智能签署合作协议为智能汽车安全保驾护航。四维图新、汽车激光雷

达系统开发商 lbeo 汽车系统有限公司与亮道智能三方宣布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将围绕自动驾驶在“激光雷达+自动驾驶地图”研发及相关应用领

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海达携手华为，为智慧城市发展奉献力量。中

海达旗下子公司广州都市圈作为深耕地理信息行业及智慧城市行业应用

多年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正式成为华为认证解决方案伙伴。未来双方将在

时空云平台、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可视化平台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为

更多企业用户提供相关解决方案，创造新的价值体验。 

 风险提示：行业发展不及预期；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北斗组网不及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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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新闻 

1.1 雄安新区：采用北斗等技术建设数字智能城市 

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表示，

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将采用北斗等先进技术建设数字智能城市。  

王东峰表示，着力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智能城市。现在雄安新区

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全面采用北斗卫星、遥感、红外线、太赫兹、人脸识别、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建设过程实行 BIM、CIM，感应设施设备、光纤光缆都要埋在地下。  

王东峰表示，着力推进创新发展，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全面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承接京津创新要素，面向全国和全球整合

创新资源要素，布局一批重点国家实验室，引进吸收再创新，推动高端高新产业集约集

群发展，使“五大理念”的创新示范区在雄安落地见效，随着工作的推进，造福广大人

民群众。 

 (来源：北斗星导航系统雄安新区：采用北斗等技术建设数字智能城市  

http://www.beidou.gov.cn/yw/xydt/201906/t20190603_18402.html) 

1.2 俄罗斯：成功发射一颗格洛纳斯卫星 

莫斯科时间 5 月 27 日 9 时 23 分（北京时间 14 时 23 分），俄罗斯空天部队从该国西北

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普列谢茨克发射场，用“联盟-2.1B”中级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颗“格

洛纳斯-M”导航卫星。火箭发射升空和将卫星送入轨道的过程正常。目前地面中心已成

功接收到来自这颗卫星的信号，卫星内各系统运行正常。  

 “联盟-2”系列运载火箭是俄罗斯目前使用的主要运载火箭类型之一，于 2004 年 11 月

8 日首次发射成功。 

图 1：格洛纳斯卫星 

 

资料来源：北斗星导航系统，长城证券研究所 

(来源：北斗星导航系统 http://www.beidou.gov.cn/yw/gjdt/201906/t20190603_18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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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斗公司新闻 

2.1 北斗高精度定位助国产低速无人车量产 

2019 年 6 月 11 日，在亚洲消费电子展（CES Asia 2019）现场，千寻位臵网络有限公司

发布了全国首款支持低速自动驾驶车辆规模化商用的高精度定位解决方案。国内低速场

景下的自动驾驶领域相关领先企业，率先将这款解决方案集成于无人物流、无人清扫、

无人零售及无人货运等场景下的低速自动驾驶车辆。 

基于卫星系统及遍布全国的北斗地基增强站，千寻位臵提供了千寻知寸厘米级高精度定

位服务。千寻位臵此次发布的低速自动驾驶高精度定位解决方案，集“服务、硬件、算

法”于一体，是千寻知寸（FindCM）厘米级定位服务、定制版高精度定位终端、千寻位

臵自研算法的综合应用。合作厂商只需将千寻位臵的定制版高精度定位终端，适配在其

研发的低速自动驾驶车辆中，车辆感知系统就可以 7×24小时获得厘米级精度位臵数据。

融合了这些数据的车载系统，能迅速找到车辆在高精度地图上的绝对位臵，避免了因天

气、光线、道路标志物等因素造成的定位失准。感知能力的稳定提升，进一步保障车辆

的安全行驶。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佐思产研的预计， 2020年中国低速自动驾驶车销量将达 1.1万台，2023

年将达 10.4 万台。随着低速自动驾驶车生产规模的扩大，此前行业内普遍采用的高精度

卫星定位方案，出现了成本高昂和开发链条长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千寻位

臵低速自动驾驶高精度定位解决方案在集成便捷性和性价比等方面进行了突破。 

低速自动驾驶车既是最早实现商业化的无人车，同时也为无人车的更大规模应用进行技

术积累和数据沉淀。千寻位臵智能驾驶事业部总经理年劲飞表示，一方面，随着低速自

动驾驶向无人驾驶进阶，千寻位臵的高精度技术方案也会随之升级，最终成为无人驾驶

感知系统的必备能力；另一方面，低速自动驾驶车辆在运营中沉淀的时空数据，将会为

更多无人车提供感知依据，成为支撑更多应用场景的重要资源。 

 (来源：人民网 http://sh.people.com.cn/n2/2019/0611/c134768-33028092.html) 

2.2 四维图新与 Ibeo、亮道智能签署合作协议为智能汽车

安全保驾护航 

2019 年 6 月 12 日，亚洲国际消费电子展（CES Asia 2019）期间，四维图新、汽车激光雷

达系统开发商 lbeo 汽车系统有限公司与亮道智能三方宣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围绕自

动驾驶在“激光雷达+自动驾驶地图”研发及相关应用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四维图新 CEO 程鹏、lbeo CEO Ulrich Lages 与亮道智能 CEO 剧学铭等嘉宾出席并签署了

战略协议。 

三方将依托各自领域的优势，即四维图新在自动驾驶地图领域的核心优势及 Ibeo 激光雷

达产品，结合亮道智能系统集成和自动化的测试验证能力，在“激光雷达+自动驾驶地图”

研发及应用领域深度合作，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更安全的解决方案。 

如今，自动驾驶地图正面临发展的关键时期，企业对自动驾驶地图生产和服务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作为国内领先的自动驾驶地图服务提供商，四维图新专注于自动驾驶地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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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量产，利用多层级高精度数据采集手段、自动化平台、实时编译和发布平台，搭建

了实时地图更新平台，提供高可靠度、实时在线的自动驾驶地图，保障自动驾驶的安全

性。 

Ibeo 是世界领先的汽车激光雷达系统开发商，可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可靠的障碍物及行

人检测，确保自动驾驶车辆及时对路况做出反应。Ibeo 研发了一套独特的传感器系统—

—具有长距离、高空间分辨率的固态雷达 ibeoNEXT，该雷达可构建高度精确的 3D 环境

模型，涵盖道路指引信息、道路设施、标牌、交通信号灯等详细信息，可迅速记录道路

变化并准确发送至自动驾驶地图平台，同时将采集到的真实环境数据与自动驾驶地图数

据进行匹配，形成不断更新的数据源，确保地图更新的持续性，保证地图数据鲜度。此

次携手 Ibeo，四维图新将在合作中获得更多源、更精确的数据源，加速四维图新在自动

驾驶地图领域的量产，为自动驾驶安全保驾护航。 

在车载传感器大规模量产之前，必须先进行大量测试来保证传感器记录的环境数据的准

确性。自 2018 年以来， Ibeo 便在中国市场与亮道智能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由亮道智

能为其提供完整的测试验证服务。 

亮道智能是一家新型自动驾驶（L3-L5）智能化测评服务提供商，技术路径主要基于激光

雷达和多传感器融合。亮道智能 CEO 剧学铭表示，此次合作中，亮道智能将参与联合研

发，提供系统集成、数据采集与处理、自动化工具链开发等核心能力，来保证“激光雷

达+自动驾驶地图”应用成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图 2：四维图新、Ibeo 及亮道智能的战略合作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资讯，长城证券研究所 

 (来源：盖世汽车资讯

http://auto.gasgoo.com/News/2019/06/12110535535I70110194C6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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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海达携手华为，为智慧城市发展奉献力量 

近日，中海达旗下子公司广州都市圈作为深耕地理信息行业及智慧城市行业应用多年的

解决方案供应商，正式成为华为认证解决方案伙伴，标志着都市圈与华为公司的行业发

展合作将迈入新阶段，未来双方将在时空云平台、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可视化平台等领

域展开深度合作，为更多企业用户提供相关解决方案，创造新的价值体验。 

华为认证解决方案伙伴是华为致力于渠道服务合作，建立良性服务生态体系，全面为客

户提供优质服务而推出的合作商认证项目。 

图 3：中海达与华为建立合作关系 

 

资料来源：中海达官网，长城证券研究所 

 

目前广州都市圈已上架华为 marketplace 的行业解决方案： 

（一） 华为政务云与都市圈城市时空信息与云平台解决方案 

都市圈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定位于地理信息公共支撑平台，是物联网平台、大

数据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和金融平台等平台空间定位的基础，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与云

平台集成本地各类空间数据资源，建设 “时空信息资源一张图”，同时转变地理信息服

务方式，解决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散落各处、地理数据共享程度不高等问题，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治理提供可靠的时空信息支撑服务，最终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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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网格化智慧治理平台解决方案 

以四标四实为数据基础，打造社会治理生态体系，纵向上覆盖省、市、区县、镇街、社

区四级用户，横向上整合政法、城管、环保、安监、公安等部门，覆盖社会治理、立体

防控、雪亮工程、强镇扩权、全要素、大联动、大联勤、城市运行综合管理、智慧社区、

环保网格、党建引领等多种业务模式。 

通过整合多业务部门，实现横向高效业务协同、纵向高效管理与指挥，形成全要素网格、

大数据平台、大联动格局、智能化研判的新型智慧治理模式，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社会化、

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美好愿景。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社会治理行业解决方案。 

（三）华为政务云与都市圈智慧城市综合信息可视化平台解决方案 

智慧城市综合信息可视化平台是城市监测与治理的“中枢”，该平台将辖区的各职能部

门、专业部门的业务进行整合，概括出规划建设、科技创新、公共安全等多种主题，并

在此基础上抽取出各领域的重要信息，提供区情概览。并通过建立相对应的数据仓库，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挖掘与多角度、多维度的数据可视化手段，为领导和各业务部门的管

理人员提供服务，展现辖区的整体运行情况，为城市管理水平的优化提供指引和依据。 

此次认证标志着都市圈解决方案获得华为的认可，都市圈和华为双方通过此次合作，共

建和谐共赢的合作生态，共同实现客户价值，实现快速发展，共赢未来。都市圈将继续

秉承开放，深化与企业合作，为推动智慧城市行业发展奉献力量，实现价值共赢。 

 (来源：中海达官网

http://www.zhdgps.com/template/newShow.aspx?m=139001&id=100005450183657) 

 

3. 风险提示 

行业发展不及预期；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北斗组网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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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公司公告 

【合众思壮】（1）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合众思壮北斗导航有限公

司持有上海北斗卫星导航应用产业基地有限公司 40%的股权。为保障发展所需资金，上

海产业基地拟向上海农商银行闵行支行申请贷款 1.4 亿元，期限十年。思壮北斗拟为该笔

贷款提供担保。 

（2）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三一重工下属公司上海华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3 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进一步巩固双方在工程机械领域的合作，共同将

智能机械产业做大、做强。 

（3）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合众思壮时空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航天支行申请授

信，额度 2,000 万元，期限两年。公司拟对该笔授信提供担保。 

（4）公司拟以部分自有土地、房产为抵押，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申请贷款，贷款金额 5000 万元，期限 6 个月。 

【林州重机】（1）公司将持有的澄合煤机 23.08%的股权转让给西安重装，澄合矿业放弃

优先购买权。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澄合煤机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内容，澄

合煤机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11,461.17 万元，按照公司持股比例 23.08%计算，本次股权转

让价格为 2,645.24 万元。 

（2）北京艺鸣峰应向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总价款共计人民币 52,007.48 万元，截止本补

充协议签订日，公司已累计收到北京艺鸣峰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9,200 万元，剩余股权转

让款为人民币 22,807.48 万元。 

（3）截至 6 月 4 日，郭现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38,970,6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1%；

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234,512,757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8.13%，占公司总股本的

29.25%。 

（4）截至 6 月 4 日，韩录云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70,550,7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80%；

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67,637,684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5.87%，占公司总股本的

8.44%。 

【超图软件】（1）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曾志明先生计划自 5 月 31 日起 15 个

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5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0.0334%）。 

（2）经过调整，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323 人调整为 320 人，授

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1000 万份调整为 999.85 万份。 

【晨曦航空】（1）本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71,7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760000 元人民币现金。 

（2）公司拟参与竞拍位于西安市高新区纬三十路以北、经三十二路以东（地块编号

GX3-17-8）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欧比特】（1）本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预案为：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02,158,21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 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

发现金 14,043,164.24 元人民币（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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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青岛孵化器增资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增资完

成后，青岛孵化器的注册资本将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7,000 万元人民币。 

（3）公司拟与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设立

珠海天空地海大数据有限公司。 

（4）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6 日收到了招标单位广东城智科

技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珠海德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交易机构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共同签发的《中标通知书》（交易编号：1900160C），确认公司为“绿水青山一张图”

项目的中标单位，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8,362.33 万元人民币。 

【北斗星通】（1）2019 年 5 月 28 日，公司接到副总经理李阳先生通知，其已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031%），成交均价

24.80 元。 

（2）2019 年 5 月 29 日，公司监事王建茹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8,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0.0018%）,成交均价 26.04 元；副总经理徐林浩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 16,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033%），成交均价 26.10 元；副总经理解海中先

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8,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038%），成交均价 26.04

元。 

（3）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支持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苏北斗星通汽车电子

有限公司的经营发展，同意公司江苏北斗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宿豫支行申请人

民币 3,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4）公司向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额度为 1.8 亿元的信托贷款，期限不超过 1 年，

信托贷款等额占用公司在民生银行综合授信项下额度。 

（5）李建辉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票 21,658,856 股，占公司股份总股本的 4.42%，其所持

有公司股票累计质押股份数 18,95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87.49%，占公司总股本

的 3.86%。 

（6）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007,604 股，占公司总股本 0.8169%，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6 日。 

（7）公司董事李建辉先生计划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减持其所持

有的 5,400,000 股公司股份。 

（8）2019 年 6 月 4 日，李建辉先生将其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18,950,000 股解除质押。 

（9）2019 年 6 月 6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北清路支行签署了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共计以人民币 3,000 万元的闲臵募

集资金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型结构性存款 S 款（价格结构型）产品。 

【中海达】（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欧阳业恒先生、黄宏矩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胡炜先生、杨晓娟女士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215,500 股，约占公司

当日总股本比例 0.0482%，本次股份减持事宜已经实施完毕。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

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郑州联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海达数云技术有限公司分别提

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担保，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2,000 万元，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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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至 2021 年 05 月 15 日止（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根据公司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首期授予部分的期权数量将调整为 2,751 万股，行

权价格将调整为 7.985 元/股；预留部分的期权数量将调整为 150 万股，行权价格将调整

为 9.919 元/股。 

（4）本次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合计为 145 万份，涉及

人数为 57 人，约占注销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2166%。 

【多伦科技】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包含 3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的投资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以及其他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且该等投资产品不得

用于质押。 

【四维图新】（1）2019 年 5 月 29 日，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航天汽车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互利共

赢的原则，决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2）本次共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673,122 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从

1,308,983,582 股减至 1,308,310,460 股。 

（3）本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

1,308,310,4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40000 元人民币现金，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000000 股。 

（4）公司全资子公司杰发科技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运用暂时闲臵的自有资金 4 亿元通过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科技支行购买了杭州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 

【启明信息】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8,548,455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30000 元人民币现金。 

【华力创通】（1）本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15,469,38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2）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苏明伟万盛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

需要，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3,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向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金色新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1,000 万

元，期限 12 个月；公司为该两笔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

度和向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金色新城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 万元

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4）截至 6 月 5 日，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高小离先生、

王琦先生和熊运鸿先生，三人为一致行动人，三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47,496,679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40.21%。 

【航天电子】（1）近日，公司完成了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工作，发行总

额为人民币 5 亿元，票面利率为 3.45%，计息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债券期限为

270 天，起息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24 日，主承销商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019 年 5 月 28 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2,000 万元提前归还了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

21328455/36139/20190628 17:21

http://www.hibor.com.cn/


 

 行业双周报 

 

长城证券 12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动资金的闲臵募集资金。截止 5 月 29 日，公司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臵募集资

金余额为 4.6 亿元。 

（3）近日，公司完成了 2019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工作，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55%，计息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债券期限为 270 天，起

息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6 日，主承销商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019 年 6 月 24 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2,000 万元提前归还了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闲臵募集资金。 

【星网宇达】（1）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上述子公司的授信事项提供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合计不超过 2000 万。 

（2）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428,580 股，占公司本次回购前总股本

160,553,800 股的 2.1355%，涉及 163 人。 

【振芯科技】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国星通信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成都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支行申请 5,000 万元人民币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国翼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4,300 万元

人民币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公司提供担保。 

【海格通信】本次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涉及股东刘珩先生，回购注销股份数量共

计 1,618,544 股。该股份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7%。 

【海格通信】（1）截至 6 月 20 日，广州程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152,146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3943%。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4,15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483%，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36%。。 

（2）截至 6 月 20 日，曾卓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2,871,0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383% 。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32,87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969%，占公

司总股本的 11.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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