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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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卢广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戚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鲜叶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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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58,785,783.97 17,531,747,138.73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004,918,030.69 6,004,710,713.31 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45,149,723.00 -482,466,555.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09,894,285.77 950,195,988.10 -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6,078,171.88 50,208,855.1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6,040,939.81 49,255,919.6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43 1.64 减少2.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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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8,2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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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3,8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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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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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44,944.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3,186.4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61,329.12

所得税影响额 -7,239,546.54

合计 39,962,7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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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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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760,323,599 43.2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316,509,442 17.9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38,174,782 7.85 0 未知 国有法人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9,631,472 6.23 0 未知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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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6,513 1.30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253,887 1.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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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1,823 0.77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1,860,777 0.67 0 未知 未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1,156,138 0.63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624,100 0.55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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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760,323,599 人民币普通股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316,509,44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38,174,782 人民币普通股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9,631,472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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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6,51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253,887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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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1,82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860,777 人民币普通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1,156,13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624,1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其余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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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16.52亿元，比年初减少27.8%，主要是一季度交付的产品尚未收到货款。

2.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1.96亿元，比年初增加29.5%，主要是公司预提的一季度托管费收入。

3.应交税费期末余额1.36亿元，比年初减少44.3%，主要是本季度上交了上年度企业所得税。

4.应付利息期末余额1,365万元,比年初增加24.6%，主要是还未支付的借款利息。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2.76亿元，同比减少25.6%，主要是归还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

6.投资收益本期实现592万元，同比增加514万元，主要是子公司处置投资公司取得的收益。

7.利润总额本期实现-1,859万元，同比减少8,322万元，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一季度产品交付下

降导致收入下降，同时研发费同比增长3,927万元。

8.所得税费用本期实现313万元，同比减少929万元，主要是部分子公司本期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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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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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卢广山

日期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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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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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三次会议通知及会议

材料于2017年4月16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会议采取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17:00。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1人，实际表决的

董事11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

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二、《关于审议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评议，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并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参与央企审计监督，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要求。

公司拟聘用信永中和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费用为人民币89万元。 （见同日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信永中和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担任

公司的审计工作，同意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拟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杨有红、熊华钢、陈安弟、刘洪波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审

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次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也不会影响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前与

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同意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上述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与会董事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372

证券简称：中航电子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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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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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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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 ）为公司2015年度及2016年度的

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现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评

议，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

资格，并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参与央企审计监督，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要求。 公司董事会同意更换2017年度审计机构，同意聘请信永中

和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人民币89万元。

公司就该事项已事先与安永华明进行了沟通，更换流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聘用、更换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公司原审计机构安永华明在执业过程中秉承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勤勉尽职，保证了公司审计报

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司董事会对安永华明团队为公司审计工作所做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

信永中和拥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税务师事务所 AAAA�资质、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

密资质等执业资格，2010�年成为财政部、 证监会首批获准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的 12�家内地大型会

计师事务所之一，业务范围涉及审计、管理咨询和会计税务服务等多个领域。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信永中和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担任

公司的审计工作，同意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拟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也不会影

响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前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同意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同意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一、重要提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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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3.3 公司负责人李东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云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争献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3.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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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6,549,136.35 13,407,106,792.09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68,594,489.30 4,836,310,836.63 0.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289,374.33 -259,244,914.2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480,829,627.52 3,024,411,545.00 -1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30,237.25 68,237,183.36 -6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6,833,670.15 57,247,512.87 -7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1.45 减少1.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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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8,5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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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8,667.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15,925.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560.60

所得税影响额 -993,883.88

合计 3,996,5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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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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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92,494,103 36.43 141,376,060 无 国有法人

南车投资管理公司 66,029,078 8.22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34,400 2.17 未知 国有法人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2,338,786 1.54 无 国有法人

中车集团株洲车辆厂 8,909,666 1.11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8,632,785 1.08 未知 未知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7,600,583 0.95 未知 未知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7,179,675 0.89 无 国有法人

中车集团南京浦镇车辆厂 7,070,109 0.88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5,815,525 0.72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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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

151,118,043 人民币普通股 151,118,043

南车投资管理公司 66,029,078 人民币普通股 66,029,07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7,43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34,400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2,338,786 人民币普通股 12,338,786

中车集团株洲车辆厂 8,909,666 人民币普通股 8,909,666

中国银行－嘉实增长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8,632,785 人民币普通股 8,632,785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7,600,583 人民币普通股 7,600,583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7,179,675 人民币普通股 7,179,675

中车集团南京浦镇车辆厂 7,070,109 人民币普通股 7,070,10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5,815,525 人民币普通股 5,815,525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1、4、8名股东的控股股东同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2、5、9名股东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中

车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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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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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480,829,627.52 3,024,411,545.00 -17.97

营业成本 2,061,420,540.75 2,525,209,969.05 -18.37

财务费用 36,093,171.68 79,447,198.80 -54.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289,374.33 -259,244,914.21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129,737.79 -846,932,270.81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02,666.35 -395,115,214.61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1,226,940,868.55 1,543,501,673.38 -20.51

应收账款 3,051,079,534.27 2,585,900,524.25 17.99

其他流动资产 351,419,702.70 583,403,619.82 -39.76

在建工程 540,994,666.82 466,360,961.48 16.00

●营业收入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轨道交通、风电市场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入规模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本年借款相对上期同期大幅减少， 同时外币贷款汇总损失低于

上年同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收回收益较高的短期银行理财产

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上年度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货币资金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和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现金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轨道交通市场、风电市场回款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回到期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PI膜、汽车产业等的投入增加所致。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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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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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东林

日期 2017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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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薛济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洪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继平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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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8,730,826.84 20,452,530,670.55 1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6,615,570,403.10 11,941,794,831.90 39.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49,323,381.14 -538,290,376.3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393,412,252.58 4,314,907,800.75 2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45,379,803.49 315,355,496.49 4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08,194,463.20 234,985,698.040 3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68 3.04 增加0.6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28 0.1208 26.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28 0.1208 26.49

公司于2017年1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55,301,455股，公司总股本由2,610,771,

066股变更为3,066,072,521股。 据此，报告期内的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以新股本3,066,072,

521股为基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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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90,2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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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82,5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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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87,110.2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049.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8,780.24

所得税影响额 -31,041,270.91

合计 137,185,3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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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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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68,007,883 25.05 334,926,955 质押 67,6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2,476,250 2.36 0 无 0 国有法人

南通中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0,743,485 1.65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530,145 1.48 45,530,145 无 0 其他

融通资本－招商银行－粤财信托－

粤财信托－定增宝1号基金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45,530,145 1.48 45,530,145 无 0 其他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

国投信托－华润信托·皓熙定增1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530,145 1.48 45,530,145 无 0 其他

天津和澜商贸有限公司 45,530,145 1.48 45,530,145 质押 45,53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平安大华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

际信托－云信智兴2017-213号单一

资金信托

45,530,145 1.48 45,530,145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35,135,135 1.15 35,135,135 无 0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32,475,997 1.06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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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33,080,928 人民币普通股 433,080,92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2,476,250 人民币普通股 72,476,250

南通中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0,743,485 人民币普通股 50,743,48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沪

32,475,997 人民币普通股 32,475,99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256,344 人民币普通股 24,256,344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627,250 人民币普通股 21,627,25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627,250 人民币普通股 21,627,250

张家世 19,801,288 人民币普通股 19,801,288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276,250 人民币普通股 19,276,25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8,6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6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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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803,343,773.00 3,666,243,098.16 31.02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到

账所致。

预付款项 793,101,001.37 318,216,523.78 149.23

主要本期未预付基建工程款、有

色金属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85,465,834.88 201,274,352.79 41.83

主要系本报告期投标保证金增

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7,731,383.52 13,298,744.07 33.33

主要系光伏电站土地租金增加

所致。

短期借款 1,065,976,119.71 1,626,792,560.64 -34.4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偿还流动资

金贷款所致。

预收款项 736,701,007.92 466,662,043.24 57.87

主要系本期末预收大宗商品销

售及境外销售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42,851,413.74 139,429,776.12 74.17

主要系本期末应交增值税与所

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90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偿还短期融

资债券所致。

资本公积 7,617,736,899.54 3,771,878,357.39 101.96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增发股票溢

价导致。

2、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229,461.23 8,434,995.88 92.41

主要系本报告期城建税及附加

金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3,713,455.05 17,832,508.53 145.13

主要系依据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计提准备金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20,374,025.08 57,834,839.99 108.1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出售光迅股

票及期货平仓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43,070,017.71 20,547,085.87 109.62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

贴增加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9,323,381.14 -538,290,376.3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采购原材料支付材

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3,404,083.41 202,783,034.86 1302.19

主要系本期发行股票吸收投资

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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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3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2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71,779,141股新股。

根据上述核准，公司于2017年1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55,301,455股，发行价格

人民币9.6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379,999,997.1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4,301,159,997.15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4,301,159,997.15元已于2017年1月24日存入公司在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账号为326008605018170106226的募集资金专户

内。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7）

第020003号《验资报告》。

2017年2月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的股份登记相关手续办理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2,610,771,066股变更为3,066,072,521股。

2017年2月1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编号：临2017-007）及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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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薛济萍

日期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522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公告编号：临

2017-026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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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 或“公司” ）于2017年4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

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2017年4月28日公司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2017年4月28日公

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

告》。 ）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2016年度高管激励薪酬的方案》。

2016年度， 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中天科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88,048,

250.74元，较前三年（2013-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平均值（769,468,116.40元）增长

106.38%。 根据《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激励薪酬管理办法》，2016年度高管激励薪酬

为144,479,323.96元，其中年度激励薪酬57,710,108.73元，中长期激励薪酬86,769,215.23元。

公司2016年度高管激励薪酬实施方案如下：

1、激励范围：符合激励条件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骨干；

2、实施时间：2017年8月30日前；

3、实施形式：激励薪酬以现金发放至激励对象工资帐户，公司统一日期从二级市场以激励对象实名

购买中天科技（600522）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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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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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 或“公司” ）于2017年4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

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四、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2017年4月28日公司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2017年4月28日公

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

告》。 ）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监事会认为：报告内容能够准确反映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的

生产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关于定期报告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同时，监事会未

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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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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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6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第六届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6月16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三号中天黄海宾馆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6月16日

至2017年6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

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

5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6年度） √

6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7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8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9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10 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

12 关于2017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 √

1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17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4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1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议案 √

16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1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六条的议案 √

1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的议案 √

1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议案 √

20 关于实施2016年度高管激励薪酬的方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1~15项议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提交， 相关公告于

2017年4月26日披露；第16~19项议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提交，相关公告于2017年2月28日

披露；第20项议案由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提交，相关公告于2017年4月28日披露。

相关公告的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13、14、15、16、17、18、19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7、9、10、11、12、13、14、15、16、17、18、19、2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

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22 中天科技 2017/6/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7年6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2：00-5：00。

2、登记地点：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6号中天科技证券部，异地股东可将登记内容于6月

12日前传真或邮寄至公司证券部，逾期视为放弃在该次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

传真：0513-83599504，邮编：226009

联系人：杨栋云，电话：0513-83599505

3、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4)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代理人本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5)代理投票委托书应当在本次会议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前送达或邮寄至公司证券部。委托书由委托人

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委托书一并送达公司证券部。

(6)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 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或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

vote.sseinfo.com）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六、

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2、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按时参会。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

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4、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栋云

电话：0513-83599505传真：0513-83599504

地址：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6号

邮编：226009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6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

2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

3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5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2016年度）

6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8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9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0

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12 关于2017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

1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17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 ?

14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议案

16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六条的议案

1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的议案

1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议案

20 关于实施2016年度高管激励薪酬的方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

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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