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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72

公司简称：中航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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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昆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力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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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00,525,479.89 21,651,170,991.04 1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48,017,694.90 7,561,647,044.18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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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374,795.66 -562,574,2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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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3,004,971.68 4,600,902,781.58 1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339,389.64 247,538,710.15 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19,466,093.27 145,964,672.84 5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8 3.43 增加0.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14 0.1407 7.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14 0.1407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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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529.60 6,257,6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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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40,002.80 51,815,3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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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49,8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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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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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668.05 5,035,4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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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1,680.88 -11,270,253.13

所得税影响额 270,949.07 -5,014,860.27

合计 18,230,468.64 46,873,2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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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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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1 0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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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42,291,099 8.09 0 无 国有法人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9,631,472 3.39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7,219,699 2.12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

工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3,518,980 1.91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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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2,465 0.73 0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862,807 0.73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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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2,358 0.66 0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624,100 0.55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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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323,599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316,509,442 人民币普通股 316,509,44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42,291,099 人民币普通股 142,291,099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9,631,472 人民币普通股 59,631,47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7,219,699 人民币普通股 37,219,69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

工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3,518,980 人民币普通股 33,51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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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2,465 人民币普通股 12,902,46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862,807 人民币普通股 12,86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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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2,358 人民币普通股 11,692,35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624,100 人民币普通股 9,62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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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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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比年初减少45.1%的原因：主要是票据到期兑现；

2.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35.7%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增加以及货款回收集中在年末结算的行业特点；

3.预付款项比年初增加34.8%的原因：主要是采购预付款增加；

4.短期借款比年初增加60.3%的原因：主要是增加外部借款归还委托贷款；

5.递延所得税费用比年初增加89.0%的原因：主要是子公司持有的股票公允价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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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1.�转债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7年12月20日下发的《关于核准中航航

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74号）文件，中航航空

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5日公开发行了2,4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4亿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0号文同意，公司2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1月15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航电转债” ，债券代码“110042” 。

根据有关规定和《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航电转债” 自2018年6月2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14.29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14.18元/股。

2．报告期转债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可转换公司债

券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转股 赎回 回售

航电转债 2,394,925,000 32,000 2,394,893,000

3.�报告期转债累计转股情况

报告期转股额（元） 32,000

报告期转股数（股） 2,251

累计转股数（股） 358,770

累计转股数占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0.02039%

尚未转股额（元） 2,394,893,000

未转股转债占转债发行总量比例（%） 99.78721%

4.�报告期股本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可转债转股2,251股。 截至2019年9月30日，累积新增股数为358,770股，公司总股本

为1,759,521,708股。

5.�报告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使用可

转债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第四期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增资形式向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

行第四期增资，增资总额5,200万元。 本次增资已于8月26日实施完毕。

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10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使用期间内，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8,000万元人民

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19年9月17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目前均按计划实施开展。

二、回购股份

公司2019年1月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一次会议 （临时） 和2019年1月21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等

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50元/股（含）。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 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

销。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3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为：2019-010）。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89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3919%，成交的最高价为15.� 1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14.30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101,400,

034.58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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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昆辉

日期 2019年10月25日

股票代码：

600372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2019-057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六次会议

（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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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六次会议（临时）会

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9年10月18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 会议采取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10月24日12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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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范运作，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允地

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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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董事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见同日公告）

二、《关于审议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第五期增资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74号）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240,000万元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

围内，公司董事会有权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实际进度及实际资金需

求，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 公司现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拟以现金增资形式向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进行第五期增资，增资总额8,15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第五期增资，有利于推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增资事宜

己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相关子公司进行第五期增资。

与会董事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见同日公告）

三、《关于审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将总额不超过 9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航

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内部制度，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定审

批程序。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

3、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与会董事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见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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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2019

年度第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监事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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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会议通知及会议

材料于2019年10月18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10月24日12时。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表决的监事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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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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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与会监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二、《关于审议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第五期增资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74号）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240,000万元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

围内，公司董事会有权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实际进度及实际资金需

求，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 公司现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拟以现金增资形式向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进行第五期增资，增资总额8,150万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进行第五期增资，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有利于稳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本次增资事宜已履行了相

应的审批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相关子公司进行增资。

与会监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三、《关于审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航

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内部制度，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定审

批程序。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

3、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与会监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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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

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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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74号）核准，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航电

子” ）于2017年12月25日公开发行了每张面值100元、面值总额24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本次可转债发行” ），扣除支付的保荐及承销费用1,628.00万元后的金额为238,372.00万元。 上述资

金已由保荐机构于2017年12月29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2017年12月29日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资报告》（XYZH/2017BJA50339号），确认募集资金已到账。 上述募集资

金到账后，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运用可行性的议案》，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激光照明产业化项目 21,000 21,000

2 电作动驱动及传动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20,806 18,000

3 高性能惯性传感器及应用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18,000 18,000

4 基于物联网的高安全监控系统产业化项目 15,655 13,600

5 高端装备智能化综合显示产业化项目 33,761 15,000

6 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 15,000 15,000

7 飞行仪表产能提升项目 17,000 17,000

8 固定翼飞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21,372 18,000

9 智能电动伺服控制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15,000 15,000

10 旋翼机飞行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13,000 13,000

11 高安全数据处理系统产业化项目 18,000 18,000

12 补充流动资金 58,400 58,400

合计 240,000

除补充流动资金外，本次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将以增资的方式投入各实施主体。

该次股东大会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围内，根据募投项目实际

进度及实际资金需求，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

二、以募集资金进行增资的情况

2018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增资形式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第一期增资，增资总额74,292.00

万元，增资来源为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所募集资金。 第一期增资已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

额（万

元）

本次增资

金额

（万元）

1 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激光照明产业化项目 21,000 0

2 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作动驱动及传动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18,000 8,178

3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高性能惯性传感器及应用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18,000 10,459

4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的高安全监控系统产业化项目 13,600 7,136

5 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智能化综合显示产业化项目 15,000 6,611

6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 15,000 6,686

7 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飞行仪表产能提升项目 17,000 9,816

8 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固定翼飞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18,000 6,956

9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电动伺服控制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15,000 6,424

10 陕西东方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旋翼机飞行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13,000 5,018

11 陕西千山航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高安全数据处理系统产业化项目 18,000 7,008

2018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十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使用

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第二期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增资形式向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进行第二期增资，增资总额5,500万元，增资来源为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所募集资金。 第二期增资已完

成，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本次增资金额

（万元）

1. 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激光照明产业化项目 21,000 2,500

2.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电动伺服控制系统产业

化建设项目

15,000 500

3.

陕西千山航空电子有限责任公

司

高安全数据处理系统产业化

项目

18,000 2,500

2019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使用可

转债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第三期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增资形式向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

行第三期增资，增资总额3,950万元，增资来源为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所募集资金。 第三期增资已完成，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金额

（万元）

本次增资金额

（万元）

1. 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激光照明产业化项目 21,000 3,000

2.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电动伺服控制系统产业化建

设项目

15,000 150

3.

陕西东方航空仪表有限责任

公司

旋翼机飞行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13,000 800

2019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使用可

转债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第四期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增资形式向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

行第四期增资，增资总额5,200万元，增资来源为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所募集资金。 第四期增资已完成，

具体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

金额（万元）

本次增资金额（万

元）

1. 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激光照明产业化项目 21,000 2,500

2.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电动伺服控制系统产业

化建设项目

15,000 200

3. 陕西东方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旋翼机飞行控制系统产业化

项目

13,000 1,500

4.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高性能惯性传感器及应用系

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18,000 1,000

2019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使用

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第五期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增资形式向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进行第五期增资，增资总额8,150万元，增资来源为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所募集资金。 具体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

金额（万元）

本次增资金额（万

元）

1. 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激光照明产业化项目 21,000 4,500

2.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电动伺服控制系统产业

化建设项目

15,000 1,000

3.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高性能惯性传感器及应用系

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18,000 650

4.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的高安全监控系

统产业化项目

13,600 2,000

三、承担募集资金项目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1982年4月28日

2、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6629号

3、注册资本：32,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蒲毅

5、经营范围：航空、船舶、特种车辆、航天等领域内的照明系统、集中告警系统及近地告警系统、驾驶

舱操控板组件及调光系统、分布式配电系统、电器控制装置系列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激光显示

设备、虚拟现实类设备及软件、投影类设备、机场应急助航灯光车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航空器部件维

修、电子产品、机电设备及配件、电子电器、低压电器、工量模具、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液压件的销售,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从事电子科技、航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工业、商业用房租赁,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凭资质经营)。

6、股权结构：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数据：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的资产总额2,619,226,894.57元，负债总额1,481,489,283.22元，营业收入1,302,932,

388.77元，净利润120,782,676.08元。

（二）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时间：2003年12月24日

2、注册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668号

3、注册资本：26,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刘智勇

5、经营范围：航空自动控制仪器仪表、航空专用设备的制造、修理及销售；进出口贸易；机电产品研

制、技术服务、技术信息咨询；软件开发与销售；试验检测、检定及校准；物业管理（水费、电费、暖气费、停

车费、房屋及土地等资产租赁费的收取）以及水、电、暖气、房屋、道路等零星维修；普通货物运输。

6、股权结构：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数据：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审计的资产总额1,641,609,389.71元， 负债总额952,121,372.12元， 营业收入567,414,

625.42元，净利润62,799,411.69元。

（三）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 1995年11月16日

2、注册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大河坎镇

3、注册资本：22,5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卫圈虎

5、经营范围：捷联惯性组合导航系统、捷联航姿系统、惯性元器件(组)、陀螺、加速度计、光电、机电、寻

北仪等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机械制造;工装设计与加工;电子元器件的测试、筛选、监制验收、失效分

析、破坏性物理分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各股东同比例增资，增资前后股权结构不变，仍为公司持有80%股权；中航电测仪器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

7、主要财务数据：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 12月31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资产总额1,205,447,728.09元，负债总额561,571,368.09元，营业收入588,006,

799.34元，净利润42,222,681.35元 。

本次增资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已经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 1981年10月31日

2、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

3、注册资本： 32,168万元

4、法定代表人：陈铁燕

5、经营范围：制造、生产、销售、维修航空电子、航空仪表、发动机控制系统、航空地面测试设备、航空

电子机械设备、节能与安全装置设备、汽车配件;销售传感器及测试系统、数据链系统、通信系统设备、通

信终端设备、飞机地面保障设备;爆破片安全装置、弹性元件、机械密封件、阀门、凝聚水回收系统的设计、

制造、实验、销售及技术服务(制造限分支机构在工业园区内经营);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环保节能安全

分析仪器仪表(含化学试剂)的制造、销售及运行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设备修理;软件开

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环境污染的治理及技术咨询;环境保护监测;机械加工;合同能源管理;自营进出

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各股东同比例增资，增资前后股权结构不变，仍为公司持有86.74%股权；中航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5.07%股权；成都凯迪飞行器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5.07%股权；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1.56%股权；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56%股权。

7、主要财务数据：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的资产总额2,913,815,658.81元，负债总额1,921,097,056.76元，营业收入1,008,785,

716.09元，净利润39,895,540.62元 。

本次增资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已经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增强公司持续盈利的能力，提升公

司综合竞争力。 本次增资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披露的本次可转债发行

方案。

五、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第五期增资，有利于推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增资事宜

己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相关子公司进行第五期增资。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进行第五期增资，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有利于稳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本次增资事宜已履行了相

应的审批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相关子公司进行增资。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六次会议（临时）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航电子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第五期增资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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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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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

度第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不超过9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74号）核准，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航电

子” ）于2017年12月25日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2,400,000,0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16,

28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383,720,000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

年12月29日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资报告》（XYZH/2017BJA50339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并已就专户存

储管理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以及开户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

根据《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24亿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

额

1 激光照明产业化项目 21,000 21,000

2 电作动驱动及传动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20,806 18,000

3 高性能惯性传感器及应用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18,000 18,000

4 基于物联网的高安全监控系统产业化项目 15,655 13,600

5 高端装备智能化综合显示产业化项目 33,761 15,000

6 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 15,000 15,000

7 飞行仪表产能提升项目 17,000 17,000

8 固定翼飞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21,372 18,000

9 智能电动伺服控制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15,000 15,000

10 旋翼机飞行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13,000 13,000

11 高安全数据处理系统产业化项目 18,000 18,000

12 补充流动资金 58,400 58,400

合计 266,994 240,000

（二）募集资金余额情况

截至董事会审议之日，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名称 账户名称 初始金额（元） 期末余额（元）

成都凯天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地坛

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7 - 1,701,110.29

陕西宝成航空

仪表有限责任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8110701013001284469 - 37,596,650.63

北京青云航空

仪表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8110701013501284035 - 25,608,077.85

苏州长风航空

电子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8110701014201284328 - 16,636,009.29

陕西千山航空

航空电子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地坛

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5 - 21,950,225.81

太原航空仪表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8110701013201284451 - 29,916,390.08

兰州飞行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地坛

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8 - 7,809,419.05

陕西华燕航空

仪表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地坛

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4 - 7,581,947.41

兰州万里航空

机电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地坛

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10 - 12,165,438.24

陕西东方航空

仪表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地坛

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3 - 9,388,482.90

上海航空电器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地坛

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6 - 6,326,245.32

中航航空电子

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万通中心

支行

791902048110901 2,383,720,000.00 933,813,900.27

二、前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10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使用期间内，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8,000万元人民

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19年9月17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9

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

的《中航电子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54）。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中航电子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办法（2017年7月修订）》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相关监管要

求，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将总额不超过9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为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用流动资金，不会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将及时归

还借出的募集资金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公司将

及时以自有资金等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2019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六次会议（临时）、第六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六次会议（临时）、第六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无异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审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航

电子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内部制度，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定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

3、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监事会意见

2019年10月24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航

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内部制度，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定审

批程序。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

3、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六次会议（临时）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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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工作原因，董事曲景文授权董事王正喜代为出席并

行使表决权，董事吕杰、陶国飞授权董事堵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1.3� 公司负责人曲景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杰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剑锋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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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38,331,420.59 24,035,124,460.30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91,929,320.77 7,717,758,780.35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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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403,343.66 -178,112,404.30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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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8,816,371.38 8,185,518,851.15 2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4,668,426.55 306,291,311.40 3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2,818,761.56 297,780,864.57 28.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4 4.17 增加0.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65 0.5196 32.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65 0.5196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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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2,377.97 2,702,3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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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7,274.51 23,854,610.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3,145.46 1,227,590.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728.38

所得税影响额 -3,622,972.07 -5,921,185.91

合计 12,329,825.87 21,849,66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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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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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66,270,802 28.2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110,726,172 18.7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8,652,558 6.56 0 无 0 国有法人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186,952 3.25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192,283 2.24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军工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1,939,742 2.03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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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4,735 1.22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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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9,446 1.11 0 无 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5,991,142 1.02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548,500 0.6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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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66,270,802 人民币普通股 166,270,802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110,726,172 人民币普通股 110,726,172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8,652,558 人民币普通股 38,652,558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186,952 人民币普通股 19,186,95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192,283 人民币普通股 13,192,28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

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939,742 人民币普通股 11,939,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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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4,735 人民币普通股 7,20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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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9,446 人民币普通股 6,529,446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5,991,142 人民币普通股 5,991,14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548,5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

控股股东，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为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之控股股东，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及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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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回款增加。

2.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代收代付往来款增加。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待抵扣增值税增加。

4.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预付长期资产款增加。

5.合同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结转收入增加。

6.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薪酬发放增加。

7.长期借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偿还借款。

8.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增加和利息费用减少。

9.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收回货款增加。

10.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被投资单位江西昌河阿古斯特直升机有限公司盈

利。

11.其他收益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12.资产处置收益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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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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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曲景文

日期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038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公告编号：

2019-23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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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0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三层2号会议室（朝阳区北辰东路1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2,902,0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17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堵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人

员有董事黎学勤、堵娟、常洪亮、鲍卉芳、吴坚、王正喜，监事洪波、许培辉、郭念。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曲景文、吕杰、陶国飞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张银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总法律顾问夏群林列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顾韶辉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张焱群 342,901,460 99.9998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张焱群 27,251,928 99.99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66,270,802股、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

司110,726,172股、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38,652,558股、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19,186,952股。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之控股股东，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为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股东，中国航空

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娜、贡嘉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038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临：

2019-24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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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4日16:30

时在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酒店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分别是张焱群、许培辉、

洪波、郭念,监事张银生授权监事郭念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参加表决的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监事张焱群主持会议。

会议议程如下：

1、审议《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过监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2、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张焱群女士为公

司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中 航 直 升 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038

公司简称：中直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