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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及相关公告的 

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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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8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回购

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

价格的公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公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

量和价格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于 2020年 10月 28日披露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

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北京大成(厦

门)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

见书》等公告。因工作人员的疏忽，现对以上公告中的部分内容进行



补充更正，各份公告中的相关表述同步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公告编号 补充更正位置 补充更正前 补充更正后 

2020-079 《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数量和价格的公告》： 

①二、（二）回购数量与

回购价格说明 

②最后一段 

①…故首次授予最终回购

价格为 9.6897元/股（回购

价格=9.3167 元/股+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 0.3731元/股）；

预留授予最终回购价格为

18.7805 元/股（回购价格

=18.5067 元/股+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 0.2738元/股）。 

②根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该议案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①…故首次授予

最 终 回 购 价 格

=9.3167 元/股+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

预留授予最终回

购 价 格 =18.5067

元/股+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 

②该议案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08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最后一段 

根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该议案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2020-082 

2020-083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议案三和四 

根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该议案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大成(厦门)律师

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

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及调整回购数量和价格

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二、2、回购数量与

回购价格说明 

…故首次授予最终回购价

格为 9.6897元/股（回购价

格=9.3167 元/股+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 0.3731 元/股）；

预留授予最终回购价格为

18.7805 元/股（回购价格

=18.5067 元/股+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 0.2738元/股）。 

…故首次授予最

终 回 购 价 格

=9.3167 元/股+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

预留授予最终回

购 价 格 =18.5067

元/股+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 

2020-104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 

①第一段 

②二、（三）回购价格及

资金来源 

③最后一段 

①…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 

②…其中 2018 年预留授予

最终回购价格为 18.8269元

/股（回购价格=18.5067元/

股 + 银 行 同 期 存 款 利 息

0.3202 元/股）；2020 年首

次授予最终回购价格为

28.1221 元/股（回购价格

=27.94 元/股+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 0.1821元/股）。 

③根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及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授权，该议案无需

①…1 名激励对象

因个人原因已离

职… 

②…其中 2018 年

预留授予最终回

购 价 格 =18.5067

元/股+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 2020

年首次授予最终

回购价格 =27.94

元/股+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 

③该议案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106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①第二段 

②最后一段 

①…以截至 2020年 10月 27

日 的 公 司 总 股 本

902,403,540股为基础… 

②根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及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授权，该议案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①…以扣减前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

但尚未办结回购

注 销 程 序 的

84,000 股限制性

股票后的公司总

股本 902,403,540

股为基础… 

②该议案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102 

2020-103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议案二和三 

根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及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授权，该议案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大成(厦门)律师

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二、

1、回购注销的原因、数

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价格为 18.8269

元/股…本次回购价格为

28.1221元/股… 

…本次回购价格

为 18.5067元/股+

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本次回购价

格为 27.94元/股+

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及原公告中涉及的相关表述外，原公告其他

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价格的公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等公告详见公司十一月四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

关公告。 

本次补充更正内容不会对公司后续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造成影

响，公司将认真履行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并将在股东大会召开后重

新发布减资公告（公司原于 2020年 8月 15日、10月 28日发布的减

资公告同时作废），股东大会具体召开的时间将另行通知，由此给广

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