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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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单银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蔡璐璐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涂少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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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9,869,002.81 6,535,312,338.04 -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47,657,716.34 1,173,261,635.18 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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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306.50 -278,173,707.31 1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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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3,959,073.56 2,678,124,261.63 -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252,030.57 50,649,765.62 13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795,364.96 40,212,028.75 202.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2 5.14 增加4.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3 0.074 12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0 0.074 1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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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077.25 1,238,6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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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839.80 4,297,110.79

债务重组损益 0.00 -20,177,157.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8,752,655.19 9,815,614.25

所得税影响额 -1,818,185.43 670,666.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464.43 -388,200.43

合计 10,424,922.38 -4,543,3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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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7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单银木 318,596,876 43.15 91,000,000 质押 316,443,657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先进制造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194,433 3.28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嘉实稳健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8,159,055 2.46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16,236,319 2.20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嘉实增长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3,654,048 1.85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单际华 9,750,000 1.32 9,750,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辉 5,201,127 0.7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许荣根 5,162,351 0.70 2,600,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陆拥军 4,710,000 0.64 4,680,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红梅 3,900,000 0.53 3,900,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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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银木 227,596,876 人民币普通股 227,596,87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先进制

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194,433 人民币普通股 24,194,433

中国银行－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18,159,055 人民币普通股 18,159,055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236,319 人民币普通股 16,236,319

中国银行－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13,654,048 人民币普通股 13,654,048

陈辉 5,201,127 人民币普通股 5,201,127

孟路 3,4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9,900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3,1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6,000

吴清盛 2,808,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8,600

溪牛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溪牛

长期回报基金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单银木先生与单际华为父子关系，单际华先生为单银木先生的一

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公司没有优先股股东，持股数量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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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幅度%

产生变动主要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29,262,001.37 13,061,069.99 124.04 票据收款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29,000,000.00 100.00 本期新增对外权益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58,759,348.87 39,340,506.26 49.36 主要因本期建造研发大楼所致

应付股利 2,500,000.00 7,500,000.00 -66.67

主要因本期支付少数股东股利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500,000.00 100.00

因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00,000,000.00 100.00 因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

长期借款 112,000,000.00 73,500,000.00 52.38 本期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预计负债 14,569,084.96 -100.00

根据调解协议冲销预计负债所

致

股本 741,838,600.00 553,458,217.00 34.04 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 182,269,564.57 277,919,112.26 -34.42 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专项储备 685,737.39 2,845,083.79 -75.90 安全生产费使用所致

未分配利润 349,416,800.39 265,372,262.83 31.67

本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加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49,193.45 -29,248.14 -752.00

主要因境外子公司外币报表折

算差额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

幅度%

产生变动主要原因分析

营业税金及附加 45,359,464.13 34,193,134.39 32.66

本期房产销售收入增加，引起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

所得税费用 26,713,362.52 15,777,718.15 69.31

受部分公司经营利润变动影

响，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

营业外支出 21,838,151.35 860,102.16 2,439.02

主要因客户单位破产重组损失

所致

净利润 123,205,111.29 63,959,394.64 92.63

主要因加盟招商业务毛利增加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

幅度%

产生变动主要原因分析

收到的税费返还 1,604,755.90 9,563,111.97 -83.22 主要因本期收到出口退税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78,730,391.26 37,127,530.45 112.05

主要因本期到期收回的保证金

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1,645,750.09 111,941,419.49 35.47 主要因本期支付税金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39,860,657.49 66,115,741.02 111.54 主要本期支付的保证金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3,320.00 1,148,235.00 -98.84

主要因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减

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400,000.00 -100.00

上年因新并表包头万郡物业期

初货币资金，本期无此事项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4,176,523.99 3,000,000.00 4,705.88

主要因支付少数股东股权款所

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9,502,394.98 338,990,000.00 -82.45

上期因定向增发，本期无此事

项

收到与其他筹资有关的

现金

204,053,334.99 66,095,054.10 208.73 主要因票据保证金到期增加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额

-467,831.85 261,569.29 -278.86

本期人民币汇率变动，持有的

外币现金汇率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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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14年申请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已通过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核准注册，2015年9月，公司完成了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详见

公告2015-100）。

2、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尚处于证监会审核阶段（报告期

内，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调整事项经公司五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和2015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3、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到，行权相

关事项议案已经公司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共有380名符合条件

的激励对象行权，行权价格为3.61元/股,行权数量为3453918股，公司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的登记手

续，新增行权股票已于2015年10月21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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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单银

木

现在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为

自身或者连同或代表或受雇于任何人

士、商号或公司，成立、发展、经营或协

助经营、参与、从事、牵涉或从中拥有利

益或被雇佣于任何业务、企业或项目，

而该等业务、企业或项目与股份公司业

务或股份公司不时经营的任何业务构

成直接竞争或可能竞争。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

售

单银

木

所认购的此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4年作

出承诺，

2017年到

期。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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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招商加盟新业务毛利增加，2015年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31.50%，据此，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的累计净利润可能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提升，但受第四季度招商加盟业务

开展不确定性、传统钢结构业务经营环境压力大及股权激励成本摊销影响，升

幅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名称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单银木

日期 201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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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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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 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通过了《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相

关股权的议案》

安徽杭萧成立于1999年5月，目前注册资本290.8万美元，本公司出资比例

为75%，本次收购涉及的两名股权出让方，其合计出资72.7万美元，占安徽杭

萧25%的股权。 公司本次向交易对方收购其所持有的安徽杭萧股权具体情况

如下：向周金法和王更新收购其持有的安徽杭萧25%的股权，本次收购每1美

元出资的转让价格为6.3948美元，此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4,649,011.76美元，

其中收购周金法15%股权的价款为2,789,407.06美元； 收购王更新10%股权

的价款为1,859,604.70美元。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安徽杭萧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5-115�《杭萧钢构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安徽杭萧相关

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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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安徽杭萧

相关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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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标的名称：周金法、王更新两名交易对象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杭

萧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杭萧” ）全部股权。

交易金额：本次交易中每1美元出资的转让价格为6.3948美元，本次股权

收购总金额共计4,649,011.76美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的标准， 因此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一、 交易概述

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杭萧”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本公司持股75%，周金法持股15%，王更新持股10%。 本次公司拟以每1美

元出资对应收购价格为 6.3948美元，向周金法和王更新收购其持有的安徽杭

萧25%的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直接持有安徽杭萧100%的股权。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属于公

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并已经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 周金法，男，新加坡籍，安徽杭萧股东、董事，本次交易前对安徽杭

萧出资43.62万美元，占安徽杭萧注册资本的15%。

(二) 王更新，男，新加坡籍，安徽杭萧股东、董事，本次交易前对安徽杭

萧出资29.08万美元，占安徽杭萧注册资本的10%。

以上两位自然人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安徽杭萧成立于1999年5月，法定代表人：单银木，企业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住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银湖北路45号，注册资本：

290.8万美元，经营范围：钢结构工程的制作与安装等。

2. 本次交易标的为周金法、王更新持有的安徽杭萧25%的股权，交易

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不存在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或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 安徽杭萧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安徽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65,261,359.97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119,902,674.71元，负债为人民币245,358,685.26元（以上

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2015年9月30日， 安徽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88,835,471.52���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116,800,384.29元 ， 负债为人民币172,035,087.23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 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4月17日出具的《 安

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5)004607号），截止2014年

12月31日， 安徽杭萧账面资产总计365,261,359.97元， 账面负债总计245,

358,685.26元，账面净资产总计119,902,674.71元，每1美元出资对应净资产

账面值为41.232元人民币(折美元6.4915，根据2015年10月28日牌价一美元兑

人民币6.3517折算)。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公司本次以1:� 6.3948美元的

转让价格进行股权收购，总价款共计4,649,011.76美元，其中收购周金法15%

股权的价款为2,789,407.06美元； 收购王更新10%股权的价款为1,859,

604.70美元。

四、 本次股权转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安徽杭萧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考虑到其未来发展和战略实施，公司向

安徽杭萧其他股东收购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直接持有安徽杭萧

100%的股权，本次收购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要求。

五、 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此次股权收购事项已于2015年10月28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 备查文件目录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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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伍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国锴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邹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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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6,514,718.90 4,110,803,523.09 2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93,144,165.23 1,252,552,512.31 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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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93,654.63 -76,291,267.68 -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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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0,321,126.72 2,481,015,839.89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41,536.71 46,890,947.97 -5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131,740.33 37,094,171.27 -4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3.90 增加-2.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2 -5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2 -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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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5,216.92 683,6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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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497.32 1,636,491.96

债务重组损益 -69,766.89 584,128.6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6,517.64 -11,008.10

所得税影响额 -25,033.16 -304,988.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5,310.07 -1,078,439.21

合计 -269,347.36 1,509,7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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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

106,160,000 25.20 12,800,000 无 国有法人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89,633,772 21.28 0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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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2,103 1.74 0 未知 其他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

银行－华融信托－正

弘2号权益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6,600,000 1.57 6,600,000 未知 其他

天治基金－工商银

行－华融信托－华

融·海西晟乾7号权益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6,597,500 1.57 6,597,50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鹏华中证国

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5,536,108 1.31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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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9,962 1.04 0 未知 其他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3,403,276 0.81 0 未知 其他

刘自明 3,207,083 0.7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七

组合

2,700,000 0.64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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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

93,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360,000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89,633,772 人民币普通股 89,63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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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2,103 人民币普通股 7,322,1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鹏华中证国

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5,536,108 人民币普通股 5,53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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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9,962 人民币普通股 4,399,962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3,403,276 人民币普通股 3,403,276

刘自明 3,207,083 人民币普通股 3,207,08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七

组合

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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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9,990 人民币普通股 2,699,99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投摩根智

慧互联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2,318,746 人民币普通股 2,318,7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的下属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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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额）

年初余额

（或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29,907,762.86 353,145,578.63 135.00

报告期内募集资

金到账

应收票据 15,701,958.45 57,040,082.93 -72.47

报告期内收到的

银行承兑汇票减

少

其他应收款 60,913,910.81 46,900,104.24 29.88

报告期内备用金

借款增加

短期借款 655,392,183.20 1,040,649,922.63 -37.02

报告期内压缩了

短期借款规模

应付票据 90,144,050.00 49,700,000.00 81.38

报告期内开具的

应付票据增加

预收款项 274,311,077.73 202,280,855.97 35.61

报告期内收到较

多的产品订金

应交税费 7,890,772.86 36,594,098.93 -78.44

报告期内支付了

前期应交税费

长期借款 250,000,000.00 150,000,000.00 66.67

报告期内长期借

款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5,227,595.92 7,586,728.55 232.52

报告期内计提的

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金增加

营业外收入 5,097,100.11 17,175,785.09 -70.32

报告期内政府补

贴项目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912,230.47 -61,752,029.46 -70.99

报告期内固定资

产投资支出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76,088,562.46 -86,763,895.83 -763.97

报告期内募集资

金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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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严

格及时

履行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

公司

1、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航天

科工” ）间接控制的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双龙” ）主营业务

中的“专用汽车制造、销售”业务与航天晨光

的主营业务存在部分重合。 因为湖北双龙目

前经营亏损，暂不宜在现阶段注入航天晨光。

航天科工承诺在航天晨光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五年内，通过业务整合、资产注入、公司清理、

股权转让等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航天晨光与

湖北双龙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

2、本承诺函在航天科工合法存续且为航

天晨光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航天科工

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确保航天晨光合法权

益不受损害。

航天晨光

本次非公

开发行完

成后五年

内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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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晨光预计到下一报告期期末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主要原因：

1、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需求不足；2、市场竞争加剧，产品盈利空间压

缩。

公司名称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伍青

日期 2015-10-30

证券代码：

600501

证券简称：航天晨光 编号：临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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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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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15年10月26日以邮件和直接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

料。 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为2015年10月29日12时。 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

参加董事9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黑龙江晨光利源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实施清算的

议案》

黑龙江晨光利源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利源达” ）成立于

2007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00.00万元，由航天晨光和黑龙江利源达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利源达” ）共同组建，其中：航天晨光以货币资

金出资1,173.00万元，持股比例51%；黑龙江利源达以货币资金出资1,127.00

万元，持股比例49%。 其经营范围为汽车、配件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等。

近年来，由于宏观环境恶化、市场竞争激烈，加之公司经营产品单一、经营

管理不善等各方面因素，晨光利源达总体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且扭亏无望。 鉴

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建议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晨光利源达进行清算。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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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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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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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六次监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15年10月26日以邮件或直接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

料。 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为2015年10月29日12时。 会议应参加监事5名，实

参加监事5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三

季度报告进行审核，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 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 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公司章程》和公司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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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三

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黑龙江晨光利源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实施清算的

议案》

黑龙江晨光利源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利源达” ）成立于

2007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00.00万元，由航天晨光和黑龙江利源达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利源达” ）共同组建，其中：航天晨光以货币资

金出资1,173.00万元，持股比例51%；黑龙江利源达以货币资金出资1,127.00

万元，持股比例49%。 其经营范围为汽车、配件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等。

近年来，由于宏观环境恶化、市场竞争激烈，加之公司经营产品单一、经营

管理不善等各方面因素，晨光利源达总体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且扭亏无望。 鉴

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建议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晨光利源达进行清算。

表决结果：5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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