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0523

公司简称：贵航股份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599

公司简称：广信股份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

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黄金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王珍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向敬林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986,519,316.26 2,162,789,762.63 3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31,212,703.53 1,390,188,468.69 60.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944,362.37 13,989,487.83 -306.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34,116,142.91 845,750,550.69 2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3,499,427.89 128,303,163.15 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9,353,846.60 124,547,432.56 3.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55% 9.89% -23.66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82 0.91 -9.8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82 0.91 -9.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96,199.99 4,420,905.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0 251,11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247,019.82 226,649.7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49,273.52 -753,084.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合计 1,393,946.29 4,145,581.2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

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广信控股有限公司 97,730,000.00 51.92 97,73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德广信投资有限公司 16,000,000.00 8.50 16,00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安徽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862,999.00 3.65 6,862,999.00 无 国有法人

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6,531,522.00 3.47 6,531,522.0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二户

4,353,007.00 2.31 4,353,007.00 无 其他

安徽国安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3,432,472.00 1.82 3,432,472.00 无 国有法人

李雪红 850,000.00 0.45 85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永贵 600,000.00 0.32 60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葛坤兴 600,000.00 0.32 60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过学军 600,000.00 0.32 60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比 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李雪红 8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0.00

李泰超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900.00

江敏政 16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000.00

吴艳红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许冠龙 14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600.00

梁立能 14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900.00

陈彩东 13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600.00

蔡钦国 12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

因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增减原因

营业收入 1,034,116,142.91 845,750,550.69 22.27%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草甘膦收

入的大幅增长及精细化工产品收

入的增长。

营业成本 739,975,344.95 618,670,881.39 19.61%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草甘膦成

本的大幅增长及其他业务成本的

增长。

销售费用 28,549,853.04 21,561,397.09 32.41%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公司销售

规模的扩大导致销售运费的增加。

管理费用 97,506,861.35 65,618,251.78 48.60%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1、加大研

发投入；2、公司固定资产规模扩大

导致修理费用的增加；3、因公司上

市致使相关费用的增加。

财务费用 -14,927,600.08 -3,090,177.22 -383.07%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

的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收益的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8,944,362.37 13,989,487.83 -30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

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存货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5,351,863.75 -66,713,103.64 -297.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

动原因说明:购买保本理财产品

1.90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00,714,7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

动原因说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

研发支出 56,917,055.77 47,065,151.93 20.93%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

内公司加大研发力度。

其他变动原因说明: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金祥

日期 2015-10-26

证券代码：

603599

证券简称：广信股份 编号：

2015-044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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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

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黄金祥先生提名，公司董

事会同意聘任周志广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聘任赵英杰先

生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周志广先生工作勤勉负责、专业能力突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个人品质；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具

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

形。周志广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任

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先审核通过。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

赵英杰先生具有良好的执业道德和个人品质， 并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周志广

办公地址：安徽省广德县新杭镇彭村村广信精细化工园

邮政编码：242235

联系电话：0563-6832979�传真号码：0563-6832008

办公邮箱：guangxinzq@chinaguangxin.com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赵英杰

办公地址：安徽省广德县新杭镇彭村村广信精细化工园

邮政编码：242235

联系电话：0563-6832979�传真号码：0563-6832008

办公邮箱：guangxinzq@chinaguangxin.com

董事会秘书简历：

周志广：男，4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安徽省粮食局邱村粮站会计部主任、浙江省美

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财务部高级财务经理、 浙江省卡森集团

公司集团高级财务运营经理、 广德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广德

新龙粮食油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2008年5月入职本公

司，曾任职本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 2015年9月参加上海

证券交易所第66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赵英杰，中国国籍，28岁，本科。 于2014年入职公司，从事公司销

售的相关工作。 2015年开始，从事证券事务工作。现任公司证券部经

理助理。 2015年9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66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

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599

证券简称：广信股份 编号：

2015-045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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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

月26日9点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本次

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5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

到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黄金祥先生提名，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周志广先

生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周志广先生

的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在规定时间内，上海证券交

易所未提出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

露的《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公司

信息披露和证券事务相关工作， 同意聘任赵英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

露的《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10月2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599

证券简称：广信股份 编号：临

2015-046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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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

月26日上午11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本次

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5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

到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小兵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地审核：认

为：

（1）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2） 公司监事会成员没有发现参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

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 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6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

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晓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开林(代)及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冬云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597,980,661.43 3,755,964,627.29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98,528,651.32 1,847,523,623.34 2.7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7,416,687.74 -19,085,172.4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192,016,545.85 2,149,259,385.94 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6,123,005.73 73,633,286.24 3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1,176,463.21 71,158,414.24 28.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11 4.16 增加0.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3 0.25 32.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3 0.25 32.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16,294.24 -2,290,859.3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999,380.93 7,299,373.9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337,911.05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822,870.7 1,100,431.2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941,780.41 -1,168,183.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87,338.65 -332,130.72

合计 4,476,838.33 4,946,542.5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

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42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106,873,706 37.01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802,968 9.28 无 国有法人

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950,566 6.56 质押 8970000 国有法人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183,563 2.14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未来主

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99,983 2.04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锐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763 1.8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

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021,124 1.74 未知 未知

张世安 2,219,400 0.7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0,500 0.36 未知 未知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股票账户

846,800 0.29 未知 未知

期末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106,873,706 人民币普通股 106,873,706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6,802,968 人民币普通股 26,802,968

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950,566 人民币普通股 18,950,566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183,563 人民币普通股 6,183,56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未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99,983 人民币普通股 5,899,98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199,763 人民币普通股 5,199,76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5,021,124 人民币普通股 5,021,124

张世安 2,219,4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9,400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4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5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股票账户

846,800 人民币普通股 84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一、第二大股东均为隶属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法人股东，这二

位股东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

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

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年末数/本期数 年初数/同期数

变动

原因

货币资金 367,453,215.14 540,099,501.61 -31.97 主要原因是：2亿元中期票据到期归还。

应交税费 16,788,524.92 32,457,024.77 -48.27 主要原因是：本期留抵税项增加。

应付利息 ?�31,111.11 6,823,132.32 -99.54

主要原因是：本期完成了中期票据利息

的支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1,229.00 199,822,673.86 -99.98 主要原因是：2亿元中期票据到期支付。

专项储备 2,881,523.55 2,213,299.20 30.19

主要原因是：下属子公司计提安全生产

费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96,123,005.84 73,633,286.24 30.54

主要原因是：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本期

盈利水平提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7,416,687.74 -19,085,172.43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本期回款增加，材料采购支

出减少，费用支出也同比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453,314.04 -82,421,738.83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置固定资产支出减

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0,367,300.74 109,634,289.43 -301.00

主要原因是：本期2亿元中期票据到期归

还。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于2015年1月31日发布了《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增资协议及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临2015-001，详见公司于 2015�年 1�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公司控

股股东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航

集团”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7%股权对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汽车” ）进行增资。

2015年3月31日，本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以所持本公司

部分股权出资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临

2015-011），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中国贵

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所持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出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5〕143

号），同意贵航集团以其所持本公司106，853，706股股份对中航汽

车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中航汽车持有本公司106，853，706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7%；贵航集团仍持有本公司26，802，96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9.28%。

2015年5月12日，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

有限公司豁免要约收购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2015-019），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

于核准豁免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贵州贵航汽

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809号），

核准豁免中航汽车因协议转让而持有贵航股份106，853，706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37%）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2015年7月24日， 贵航集团与中航汽车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过户登记确认书》，贵航集团

已将其所持本公司106，853，70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7%）过

户至中航汽车名下，中航汽车持有本公司37%的股份，成为本公司

第一大股东及控股股东。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月28�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

《关于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豁免要约收购贵州贵航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公告》2015-032)。 交易

前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2015年7月31日中航汽车承诺：自股份过户完成之日起6个月内

不减持、不转让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满6个月后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办理。 (详见公司于 2015�年 8月1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承诺的公告》

2015-034)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2015年7月8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实现既定

战略的信心，公

司股东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工

投” ）向公司递交了《增持股份的函》，公司于7月9日发布《贵州贵

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

告》（2015-025）(详见公司于 2015�年 7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015年7月29日公司收到贵阳工投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本次

增持前，贵阳工投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17,950,56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6.22%。 本次增持后， 贵阳工投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18,

950,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6%。 公司于2015

年7月30日发布《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阳

市工业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2015-033）(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月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2015年7月10日针对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同时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

信心，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公司发布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坚定

信心迎挑战 众志成城渡难关———贵州上市公司联合声明》 的公告

（2015-026）和《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2015-027）(详

见公司于 2015�年 7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

（3）2015�年 7�月 16�日，公司收到公司关联方中航汽车、上海航

空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航发公司）增持公司股

票的通知。中航汽车、上航发公司于 2015�年 7�月 16�日各增持公

司股份20� ,000�股，(详见公司于 2015�年 7月17日刊登在 《中国

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方增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2015-30）的公告。

（4）2015年7月16日、17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股票进行了增持，(详见公司于 2015�年 7月17日、18日刊登在 《中

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2015-028）、《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2015-031）公告）。

(5)2015年7月15日公司第二十四次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在证券公司

开立账户并拟投资300万元购买相关A股流通股股票的议案》 （详

见上交所网站7月18日2015-029公告），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17

日在二级市场购买了中航机电公司股票121,600

股，占中航机电公司总股本0.007%。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

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晓军

日期 2015-10-23

证券简称：贵航股份 证券代码：

600523

编号：

2015-041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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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

届董事会于2015年10月23日在贵阳市小河区珠江路166号公司会

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应出席7人，实际出席

7人， 参会董事对会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2014年三季度报

告及摘要》；

特此公告。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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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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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

届监事会于2015年10月23日在贵阳市小河区珠江路166号公司会

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应到5人，实到5人，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充分

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2015年三季度

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等有关文件相关要求，对

董事会编制的2015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

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

出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5年三季度报告编

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 公司监事会保证2015年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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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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