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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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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郭泽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亚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22,379,682.55 1,462,626,423.23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3,714,232.86 165,729,412.49 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80,090,952.46 161,965,337.89 1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2,497,806.40 -147,154,755.75 -1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49 0.2751 1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46 0.2751 1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4.76% -0.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725,971,862.96 8,509,877,055.86 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92,693,978.70 4,107,090,737.17 4.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59,512.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58,345.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35,877.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3,413.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7,042.34

合计 3,623,280.4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2,3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17% 250,486,369 0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9.88% 60,098,8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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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5% 13,098,192 0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 10,231,000 0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

院

国有法人 1.65% 10,068,874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0% 7,892,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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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8% 7,775,78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六组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1% 6,161,878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八组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1% 5,522,470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前海开源中

航军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1% 4,912,431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50,486,369 人民币普通股 250,486,369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98,824 人民币普通股 60,09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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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8,192 人民币普通股 13,098,192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2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31,000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10,068,874 人民币普通股 10,068,87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892,900 人民币普通股 7,89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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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5,780 人民币普通股 7,775,78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6,161,878 人民币普通股 6,161,87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5,522,470 人民币普通股 5,522,47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4,912,431 人民币普通股 4,912,4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减少系借券给证金公司所致。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42,391,817.85 61,978,423.41 -31.60% 本期预付材料款规模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47,466,769.31 30,786,010.55 54.18% 备用金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1,132,209.02 100% 新技术产业基地基建工程项目及设备投资预付款所致。

应付利息 8,739,629.97 25,915,051.36 -66.28% 计提的企业债券利息于年初支付。

其他应付款 226,223,671.70 79,432,328.43 184.80%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认回购义务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42,340,000.00 38,486,442.61 1309.17% 一年内到期应付债券重分类所致。

应付债券 500,000,000.00 -100.00% 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专项应付款 -12,204,012.67 -5,903,373.44 106.73% 部分科研项目阶段性垫支增加所致。

库存股 167,933,468.00 100.00%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认回购义务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季度 2016年1季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4,638,428.96 8,256,030.85 -43.82% 对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3,559,236.23 7,564,663.53 79.24% 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季度 2016年1季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065,403.31 12,775,129.47 41.41% 利息收入和废料收入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683,021.14 -100.00% 合营企业分红款于2017年第二季度支付。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68,066,464.59 1,133,816.00 14723.08% 公司实施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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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富士达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本诉讼将于2017

年5月9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00% 至 15.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9,657.54 至 45,606.17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9,657.5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业绩平稳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01月0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 1�月 5�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年02月0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2�月 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年03月21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3�月 21�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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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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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

料已于2017年4月17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披露在2017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7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审计工作。 《关于聘任2017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披露在2017年4月28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章程》第五条由“公司住所：洛阳高新技术开发区周山路

10号；邮政编码：471003。 ” 修改为“公司住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洛阳片区洛阳高新技术开发区周山路10号；邮政编码：471003。 ” 。 公司住所

具体地址变更以工商核定为准，公司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中住所做相应变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在2017年5月18日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在2017年5月18日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披露在2017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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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

2017

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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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7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为公司2017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具体内容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 ），安永华明在执业过程中能够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

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切实履行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重新聘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调查及筛选，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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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工作要求，拟

提名信永中和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审计工作。

本公司董事会对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专业团队为公司审计工作所做的辛勤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敬意。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是国内成立最早存续时间最长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2012年信永中和由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在香

港、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埃及设有6家境外成员所，境外执业资格人员逾200人。 总部在北京，目前在深圳、上海、西安等地设有22家境内分所，

拥有境内从业人员5,000余人，全国及省部级领军人才42人，中国注册会计师1,300余人。 信永中和是国有大型企业及国资委最信任的事务所之一，在中国

提供专业服务已有30余年。 服务的主要对象包括国资委、大型企业集团、A股、H股及A+H上市公司、金融企业等。 服务内容涵盖财务决算审计、经营业绩审

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及清产核资、管理咨询项目等专项审计、上市公司审计等业务。

三、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和拟聘任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沟通，并结合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和

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名信永中和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审计工作。

2、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2017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的外部审计机构。

3、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前，向我们提供了新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资料，经过与公司沟通以及认真审阅资料，我们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工作要求。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未来财务

审计工作的要求，此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2017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79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2017-029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17年4月17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

经审议，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

公司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79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2017-030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在

2017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17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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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7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拟于2017年5月18日召

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2、股权登记日：2017年5月15日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

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4、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5月17日—2017年5月18日

其中：交易系统：2017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互联网：2017年5月17日下午15:00—5月18日下午15:00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记名书面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7年5月15日下午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

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表决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该代理人不必是股东），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金杜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律师。

7、现场会议地点：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周山路10号公司11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聘任2017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于2017年4月28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议案详情请见同日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其他文件。

议案1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议案2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7年5月17日（上午8:00—12:00，下午14:00—17:30）

（2）登记方式：

①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等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②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等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等办理登记手续。

③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5月17日17:30点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3）登记及信函登记地点：河南省洛阳市高新技术区周山路10号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字样。

邮政编码：471003

电 话：0379-64326068� � � � � � 0379-64335039

传 真：0379-64335035

联系人：叶华 赵丹

2、会议费用：参加现场会议的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投票

当日，交易系统将挂牌本公司投票证券：投票证券代码“362179” ，投票简称“光电投票” 。

（1）输入买入指令，买入

（2）输入证券代码362179

（3）输入委托价格，选择拟投票的议案。 委托价格与议案序号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委托价格（元）

总议案 总议案代表所有议案 100.00

1 关于聘任2017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0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0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 ，相应的申报价格为100.00元；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

股东大会需审议的除累计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 和各议案都进行了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2、计票规则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

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

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 专区；填写“姓名” 、“身份证号” 、“证券账户” 等资料，设置6-8位的

服务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元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服务密码可以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2.00元 大于1的整数

（3）申请数字证书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具体操作参见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证书

服务” 栏目。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CA证书登陆；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17日15:00—2017年5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特此公告。

附件1：回执

附件2：授权委托书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1： 回执

回 执

截止2017年5月15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中航光电”（002179）股票___________股，拟参加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进行审议：

1、审议“关于聘任2017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投：□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投：□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受托日期：

注：1、回执和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2、在授权委托书中对各项议案明确作出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的指示；若委托人不作出上述具体指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注明受托人是否可以按

自己的意思表决。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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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夏传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兆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

洪帖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4,717,174.87 635,021,984.39 -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776,515.97 4,542,219.14 -66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0,679,827.83 -98,779.34 -30,95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7,759,249.49 86,598,380.61 35.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6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6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0.34% -1.9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450,742,615.16 2,631,675,203.18 3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69,559,485.90 1,348,442,170.79 53.4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44,931.3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973,005.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5,237.81

合计 4,903,311.8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5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夏传武 境内自然人 19.55% 113,534,850 93,784,620 质押 60,920,000

深圳市上元星

晖电子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9% 24,327,784 24,327,784 质押 24,320,000

何学忠 境内自然人 4.09% 23,761,725 0

深圳市中科祥

瑞资本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5% 21,804,097 21,804,097 质押 21,804,097

魏杰 境内自然人 1.42% 8,243,700 0

王卫 境内自然人 1.22% 7,103,393 7,103,393 质押 7,100,00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辉煌” 26号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5% 6,077,591 0

百年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百年人

寿－传统保险

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 6,058,800 0

颉涛 境内自然人 0.77% 4,451,500 0

深圳市聚睿投

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9% 4,000,000 4,0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何学忠 23,761,725 人民币普通股 23,761,725

夏传武 19,750,230 人民币普通股 19,750,230

魏杰 8,243,700 人民币普通股 8,243,7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辉

煌” 26号单一资金信托

6,077,591 人民币普通股 6,077,591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百年人寿－传统保险产

品

6,0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6,058,800

颉涛 4,451,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1,500

刘华虓 3,000,015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15

李林峰 2,7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1,000

董海军 2,364,190 人民币普通股 2,364,190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潇湘丰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夏传武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前10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何学忠通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8,656,226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105,499股；股东魏杰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8,243,7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

以上股东中，使用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报告期初未发生变化，除以上股东外，前10名普

通股其他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上述股东在报告期内变动情况请参见《持股5%以上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

股情况》表格中内容。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71,599,792.40 317,256,794.14 206.25% 主要是募集资金到位增加现金流入所致

应收票据 2,635,965.28 13,638,402.10 -80.67% 主要是减少票据结算所致

预付款项 10,215,042.30 5,440,811.86 87.75% 主要是增加供应商预付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960,894.66 23,621,137.03 -49.36% 主要是增值税留抵税额重分类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40,897,634.44 99,325,367.63 41.85% 主要是增加对外投资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7,354,758.60 24,123,895.31 469.37% 主要是预付固定资产款项所致

应付票据 210,973,861.32 143,576,135.19 46.94% 主要是增加票据结算所致

资本公积 1,298,664,037.77 648,847,616.27 100.15% 主要是募集资金到位增加资本公积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4,668,274.23 2,054,694.18 127.20% 主要是少数股东增加投资所致

2、2017年1-3月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965,451.67 129,586.90 1416.71% 主要是增值税缴纳增加附加税缴纳所致

销售费用 19,128,485.49 13,697,058.87 39.65% 主要是业务费用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684,180.84 -5,546,709.58 33.58% 主要是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572,248.99 327,954.85 379.41% 主要是本期朝歌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920,628.47 1,042,576.04 84.22%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净利润 -26,607,953.74 4,560,548.90 -683.44%

主要是智能手机业务市场需求疲弱，人力成本较上年有

较大幅度上升所致

所得税费用 -4,034,412.46 3,194,525.07 -226.29% 主要是本期计提亏损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3、2017年1-3月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7,759,249.49 86,598,380.61 35.98%

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所支付的现金较前期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94,214,256.12 -6,072,473.11 -3098.27% 主要是预付固定资产购置款和对外投资支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31,659,737.66 -86,615,804.75 944.72% 主要是募集资金到位增加现金流入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657,573,577.68 -4,872,059.37 13596.83% 主要是募集资金到位增加现金流入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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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情况

2017年1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卓翼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3213号）。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年1月1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批复的公告》。

2017年3月1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等公告，新增股票于2017年3月17日上市。

2、关于公司在厦门购买研发楼的进展

2017年3月15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广互联（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厦门信息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厦门软件园三期研发楼的认购协议书。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7年3月18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在厦门购买研发楼的进展公告》。

3、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17年3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

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决定回购

注销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5%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391.335万股。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减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

2017年01月11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公告编号：2017-001

2017年03月15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公告编号：2017-007

关于公司在厦门购买研发楼的进展公告 2017年03月18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公告编号：2017-008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17年03月31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公告编号：2017-010、2017-011、2017-018、

2017-019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

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94.72% 至 -47.2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50 至 5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47.0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与上年同期相比，客户结构及产品结构都有所调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01月1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电话询问公司截止2017年1月15日股东总人数

2017年02月0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电话询问公司基本业务情况

2017年03月0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电话询问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进展情况

2017年03月2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电话询问公司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传武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

责任。

1.2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

或存在异议。

1.3公司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次审议一季报的董事会以通讯方式表决，全体董事均参加表决。

1.5公司董事长罗宁先生、总经理孙璐先生及财务总监晏凤霞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22,984,606.93 830,423,920.63 3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557,307.51 84,447,197.91 -3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8,916,143.21 84,194,137.40 -4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8,861,391.48 -325,645,143.5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9 0.0215 -35.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1.28% 减少0.4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15,112,362,109.95 14,829,752,816.16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26,630,598.80 6,529,772,237.28 1.4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97,592.2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231,619.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7.9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14,740.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8,190.22

合计 5,641,164.30 --

2.2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9,337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信国安有限

公司

其他 36.44% 1,428,488,345 0 质押 787,500,000

中信建投基

金－宁波银

行－中信建投

稳健价值18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93% 75,774,445 0

招商证券资

管－招商银

行－招商智远

增持宝8号集

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33% 52,321,623 0

林瑞良 境内自然人 0.33% 12,898,000 0

李菊英 境内自然人 0.33% 12,840,250 0

武晓琨 境内自然人 0.28% 10,897,122 0

林梅英 境内自然人 0.21% 8,269,003 0

周伟雄 境内自然人 0.20% 7,968,200 0

全国社保基金

零二零组合

其他 0.20% 7,901,460 0

苏水然 境内自然人 0.19% 7,372,7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1,428,488,345 人民币普通股

1,428,488,

345

中信建投基金－宁波银行－

中信建投稳健价值18号资产

管理计划

75,774,445 人民币普通股 75,774,445

招商证券资管－招商银行－

招商智远增持宝8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52,321,623 人民币普通股 52,321,623

林瑞良 12,8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98,000

李菊英 12,840,250 人民币普通股 12,840,250

武晓琨 10,897,122 人民币普通股 10,897,122

林梅英 8,269,003 人民币普通股 8,269,003

周伟雄 7,968,200 人民币普通股 7,968,200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7,901,460 人民币普通股 7,901,460

苏水然 7,372,700 人民币普通股 7,372,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428,488,345股，持股比例36.44%；通过“招商智远增持宝8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股数量52,321,623股，持股比例1.33%；直接及间接持股数量合计1,480,809,968股，持

股比例37.78%。 除以上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第4名股东“林瑞良” 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12,854,000股。

第6名股东“武晓琨” 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10,875,122股。 第7

名股东“林梅英” 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6,483,200股。 第8

名股东“周伟雄” 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6,543,000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预付项目款增加影响。

2、应收股利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合营公司宣告分配股利增加影响。

3、无形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土地使用权增加影响。

4、商誉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溢价增资子公司影响。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支付了应付职工薪酬影响。

6、长期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融资租赁款增加影响。

7、少数股东权益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及少数股东对子公司增资影响。

8、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销售增加影响。

9、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销售增加，成本相应增加影响。

10、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销售收入增加，销售费用相应增加影响。

11、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研发费用增加影响。

12、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借款增加，利息相应增加影响。

13、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增加影响。

14、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影响。

15、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利润增加，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

1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投资收益减少，财务费用增加影响。

17、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少数股东所占股权部分享有的净利润较上年增加影响。

1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影响。

1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影响。

20、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影响。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中信国安

有限公司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前提下，以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作价，向中信国

安拟定的股权激励对象提供1,650万股中信国安股票作为实行

股权激励机制所需股票的来源。 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将以业绩

考核为基础，具体方案将由中信国安董事会制定，经有关股东方

确认和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该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将遵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的规定。

2006年1月23日 无 履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股份限售承诺

中信国安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持有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

的591,369,960股发起人股份，上市日期为2015年4月28日。 公

司承诺该部分股份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2014年3月6日

36个

月

履行中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2006年后,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外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

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 相关规定中的“股东不得直

接向激励对象赠予（或转让）股份”这一条款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股权激励的实施相冲突，故该股权激励方案最终

无法实施。 2015年12月，公司结合实际情况，经与中信国安有限公司协商，公司将按照股改承诺的内容，以对管理层、核心技

术人员、核心业务人员等开展持股计划的方式落实股东股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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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元）

期初持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00066

5

湖北

广电

570,055,947.48 54,484,932 8.56% 54,484,932 8.56% 787,307,267.4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重组增

发股份

股票

60095

9

江苏

有线

1,286,194,726.53 591,369,960 15.22% 591,369,960 15.22% 2,005,735,046.43 30,447,441.03

长期股

权投资

发起人

股份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10年04月30日

2013年07月16日

2015年09月23日

2008年04月22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08年05月14日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 适用√不适用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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