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2

■ 2015年1月9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属其他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总额为人民币36,580万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12），相关子公司为下属单位提

供委托贷款总额为人民币21,800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委托贷款利率：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基准利率。

一、委托贷款概述

2015年1月8日，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12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为促进下属子公司的发展， 保证其生产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营，2015年度公司拟对下属主要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总额为人民币84,953万元，公司为下属其他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总额为人民币36,580万元（美元兑人民币

汇率1：6.12），相关子公司为其下属单位提供委托贷款总额为人民币21,800万元，期限为1年。上述委托贷款情

况明细如下：

一、公司为下属主要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明细表

序号 贷款子公司名称 受托银行

2014

年余额

2015

年需求

1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55,985 55,985

2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18,968 18,968

3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10,000 10,000

合计

84,953 84,953

在上述委托贷款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对外签署相关合同和协议。

二、公司为下属其他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贷款子公司名称 受托银行

2014

年余额

2015

年需

求

1

西安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5,366 19,180

2

西安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

1,500 1,500

3

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6,400 8,400

4

西安西航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1,500 1,500

5

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1,784 2,000

6

西安中航动力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500 3,000

7

西安安泰叶片技术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1,000 1,000

合计

18,050 36,580

在上述委托贷款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副总经理张民生签署相关合同和协议。

三、相关子公司为下属单位提供委托贷款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贷款子公司名称 受托银行

2014

年余额

2015

年需求

1

沈阳黎明法拉航空动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500

2

沈阳黎明国际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1,000

3

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5,000

4

北京黎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300 5,000

5

沈阳黎明航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5,000

6

上海黎明飞浦工贸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500

7

沈阳中航动力精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3,000

小计

300 20,000

8

贵州黎阳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1,000

9

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800 800

合计

1,100 21,800

在上述委托贷款额度内，董事会分别授权黎明公司、黎阳动力和莱特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合同和协

议。

本次委托贷款为董事会权限审批范围，无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二、贷款方基本情况

1、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黎明公司” ）

公司名称：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4年1月12日

注册资本：213,732.04万元

注册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塔街6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航空发动机、工业产品加工制造，机械设备技术咨询服务，测

绘，房屋租赁，锻造、铸造，电镀热处理，货物运输，国内一般商业贸易（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除外），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燃气轮机组，航空发动

机服务期内的使用保障（含科研试飞），航空发动机维修中的专用工具、工装、检测设备及零备件销售，航空发

动机外场使用日检、定检（延寿特检），视情维修维护工作，计量检定校准检测，从事燃气轮机工程的勘察、设

计、安装、技术咨询。

公司持有黎明公司100%的股权。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833,512万元，利润总额33,181万元，净利润

24,116万元；年末资产总额1,266,453万元，总负债1,042,614万元，净资产223,839万元，资产负债率82.33%。

2、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公司” ）

公司名称：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11月15日

注册资本：181,780.61万元

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销售、维修；工业燃气轮机成套设备工程设计、施工（以资质证为准）；

光机电产品设计、制造、维修销售；模具、刀具、夹具、量具设计、制造、销售、维修；仪器仪表、机床、电机、电器、内

燃机；零配件、电脑加油机加工；仪表检测、废旧金属购买、加工、销售，第一类压力容器、第二类低中压力容器制

造、销售、安装、维修、改造，压力容器管道安装、起重机械安装，修理；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汽车货运；汽

车维修；住宿，干洗服务；百货，副食品，烟批零兼营（凭资质证并限分公司经营）。

公司持有南方公司100%的股权。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316,393万元，利润总额21,363万元，净利润18,

520万元；年末资产总额753,758万元，总负债435,688万元，净资产318,070万元，资产负债率57.80%。

3、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黎阳动力” ）

公司名称：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11月7日

注册资本：62,000万元

注册地址：贵州省平坝县白云镇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及其衍生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航空发动机

维修设备制造；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通用设备、电子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环保设备、仪

器仪表、新能源设备的设计、制造；生产物质采购、物流、经营；本企业废旧资源和废旧材料的销售；与以上业务

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公司持有黎阳动力100%的股权。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47,320万元，利润总额5,453万元，净利润5,221万元；

年末资产总额586,282万元，总负债514,920万元，净资产71,362万元，资产负债率87.83%。

4、西安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莱特公司” ）

公司名称：西安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5月

注册资本：42,450万元

注册地址：西安市明光路出口加工区（莱特厂房）

经营范围：主要有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零部件的制造、销售、研发、检测、修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机械加工和保税物流业务。

公司持有莱特公司100%的股权。

西安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49,309万元，利润总额2,755万元，净利润

2,359万元；年末资产总额92,408万元，总负债41,779万元，净资产50,629万元，资产负债率45.21%。

5、西安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商泰进出口” ）

公司名称：西安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4月

注册资本：2,600万元

注册地址：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

经营范围：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经营，开展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

转口贸易。

商泰进出口是由公司和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天鼎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公司持有商泰进出口75%的股

权。

西安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88,005万元，利润总额-985万元，净利润-780万元；年末

资产总额31,763万元，总负债30,266万元，净资产1,497万元，资产负债率95.29%。

6、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铝业公司” ）

公司名称：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7月

注册资本：20328.3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销售；铝型材、隔热型材的研制、生产、销售；建筑物室内外装饰装修设计、施工；建筑物

各种门窗、幕墙的设计、制造、安装；玻璃深加工、金属材料的表面处理、建筑钢结构工程设计、制造、安装；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承包境外建筑幕墙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

计、监理项目；上述境外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

公司持有铝业公司80.935%的股权。

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85,358万元，利润总额-988万元，净利润-978万元；年

末资产总额23,182万元，总负债16,670万元，净资产6,512万元，资产负债率71.91%。

7、西安西航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西航机电” ）

公司名称：西安西航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月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注册地址：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安装,工业、民用建筑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调试、维修，送变电工程，非标准

设备的制作，房屋建筑工程，城市道路照明工程等。

公司持有西航机电100%的股权。

西安西航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3,123万元，利润总额907万元，净利润675万元；年

末资产总额10,298万元，总负债6,512万元，净资产3,786万元，资产负债率63.24%。

8、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商泰机械” ）

公司名称：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7月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西安出口加工区

经营范围：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燃气轮机及机电产品的维修、机电产品

的技术研发和测量、金属材料及建筑材料的销售、保税物流等。

商泰机械为莱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83,558万元，利润总额25万元，净利润184万元；年末资

产总额34,976万元，总负债27,760万元，净资产7,216万元，资产负债率79.37%。

9、西安中航动力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精密铸造” ）

公司名称：西安中航动力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4月

注册资本：34,588.92万元

注册地址：西安市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铸造叶片毛坯及成品、铸造结构件毛坯、陶瓷型芯、铸造母合金的研制、

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以精密铸造为核心技术的相关产品开发及销售；本企业废旧物资的销售。

公司持有精密铸造100%的股权。

10、西安安泰叶片技术有限公司（“安泰公司” ）

公司名称：西安安泰叶片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12月

注册资本：1,473.72万美元

注册地址：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十路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商用航空发动机、工业和海运用燃气轮机、蒸汽轮机的压气机叶片及其相关和配套

产品。金属件的锻造机械加工：自产产品销售。（经营范围中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相关许可后方可

生产的产品）。

安泰公司是由陕西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的外经贸陕省外字（1997）0003号文件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企

业，批准经营年限30年。 其中：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动力）持有48.13%的股权、美国联

合技术公司持有18.87%的股权，以色列国际叶片技术公司持有33%的股权。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2美元受让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和以色列国际叶片技术公

司持有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安泰公司100%的股权。

西安安泰叶片技术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45,269万元， 利润总额-2,570万元， 净利润-2,570万

元；年末资产总额11,190万元，总负债7,959万元，净资产3,231万元，资产负债率71.13%。

11、沈阳黎明法拉航空动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法拉公司” ）

公司名称：沈阳黎明法拉航空动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5月18日

注册资本：415万元

注册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塔街6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民用航空发动机零附件、民用飞机零附件制造、维修及售后

服务；为民用航空部门提供航空动力技术工程的咨询服务；冶金、石化、热电行业金属膨胀节、换热器设计与制

造；非标设备修理与制造。

股权结构：黎明公司持有其50.00%的股权，北京维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50.00%的股权。

沈阳黎明法拉航空动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4,172万元， 利润总额563万元， 净利润

415万元；年末资产总额2,379万元，总负债1,307万元，净资产1,072万元，资产负债率54.94%。

12、沈阳黎明国际动力工业有限公司（“国际动力” ）

公司名称：沈阳黎明国际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5年2月18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东路15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零部件生产、技术服务及进出口业务；

企业自需的设备和备件、仪器仪表和零配件及所需的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机械产品的生产、装配、技术服

务的进出口业务。

黎明公司持有国际动力100%的股权。

沈阳黎明国际动力工业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5,705万元，利润总额-1,935万元，净利润-1,933

万元；年末资产总额21,798万元，总负债21,472万元，净资产326万元，资产负债率98.50%。

13、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中航动力物流” ）

公司名称：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29日

注册资本：34,838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路718号527室

经营范围：国际货运代理，物流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会展服务，商务咨询（除经纪），汽车零部件、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塑胶原料及制品、金

属材料及制品、航空发动机及零部件、燃机及零部件、润滑油、燃料油（除危险化学品）、饲料及原料、电子产品

的销售及售后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中航动力物流是由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八家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各公司持股权分

别为39.14%、17.39%、10.87%、10.87%、6.52%、6.52%、6.52%、2.17%。 航空动力实际控制股权合计58.7%

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87,484万元，利润总额2,055万元，净利润1,524万元；

年末资产总额87,273万元，总负债40,752万元，净资产46,521万元，资产负债率46.69%。

14、北京黎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黎明瑞泰公司” ）

公司名称：北京黎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09月29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号41号楼301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销售飞机发动机零配件、焦炭、石蜡、塑料、橡胶、电子

元器件、工装工具、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饲料、矿

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北京黎明瑞泰公司是由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隆祥航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康吉

森燃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及北京东方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各公司持股权分别为60%、

26.5%、6.75%、6.75%。

北京黎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03,652万元，利润总额1,373万元，净利润1,011

万元；年末资产总额29,160万元，总负债23,822万元，净资产5,338万元，资产负债率81.69%。

15、沈阳黎明航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航空零部件公司” ）

公司名称：沈阳黎明航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7月7日

注册资本：12,081.49万元

注册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塔街6号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零部件设计、制造、修理、销售；燃气轮机零部件设计、制造、修理、销售；石化机械设

备及备件设计、制造、销售；非标设备及试验设备设计、制造、修理、销售；发电设备及备件制造、修理、销售；机械

工程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调试、销售；机床备件制造、修理、销售；工装及量具、刃具制造、修理、销售；标准件及

紧固件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股权结构：黎明公司持有其58.62%的股权；北京隆祥航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24.83%的股权；北京维拉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6.55%的股权。

沈阳黎明航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9,607万元，利润总额6,246万元，净利润4,688

万元；年末资产总额24,818万元，总负债6,512万元，净资产18,306万元，资产负债率26.24%。

16、上海黎明飞浦工贸有限公司（“飞浦工贸” ）

公司名称：上海黎明飞浦工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年6月28日

注册资本：5,755.48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华申路215号

经营范围：燃机、大功率蛇形带无级变速器以及相关材料，航空发动机及零部件，摩托车的组装加工；铝型

材及不锈钢制品加工并提供检修、安装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区内贸易及区内贸易代理；区内仓储、运输及技术服务；物

业管理、房屋租售、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会展服务；商务咨询（除经纪）；汽车零部件、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

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饲料、电子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海上、陆

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黎明公司持有飞浦工贸100%的股权。

上海黎明飞浦工贸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386万元，利润总额-389万元，净利润-390万元；年末资

产总额6,504万元，总负债959万元，净资产5,545万元，资产负债率14.74%。

17、沈阳中航动力精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中航动力精密铸造” ）

公司名称：沈阳中航动力精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9日

注册资本：26,903.69万元

注册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塔街六号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精密铸造叶片、铸造结构件、陶瓷型芯及铸造母合金的研制、生产、销售

和技术服务，精密铸造技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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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黎明公司持有中航动力精密铸造100%的股权。

18、贵州黎阳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黎阳装备公司” ）

成立日期：2013年9月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

经营范围：非标设备设施设计制造（成套设备设施）、机械加工（设备备件和其他零件批生产）、技术服务

（设备维修、改造、生产线优化）、工程服务（设备搬迁、安装、调试）、机电备件、设备整体销售、机床工具设计、

制造和销售。

黎阳装备公司是由黎阳动力公司与东莞阳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占股比例16%）、刘亚声等自然人（占股

比例33%）出资组建的公司，黎阳动力公司占股比例51%。

黎阳装备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038.63万元，利润总额105.38万元，净利润79.03万元，年末资产总

额2,161.2万元，负债总额1,082.11万元，资产负债率50.07%。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70.81%。

贵州黎阳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038万元，利润总额105万元，净利润79万元；年末

资产总额2,161万元，总负债1,082万元，净资产1,079万元，资产负债率50.07%。

19、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商泰机械公司” ）

公司名称：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4年7月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安出口加工区

经营范围：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燃气轮机及机电产品的维修、机电产品

的技术研发和测量、金属材料及建筑材料的销售、保税物流等。

商泰机械公司为莱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商泰机械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3,558.16万元，利润总额25.31万元，净利润183.89万元，年末资产

总额34,975.93万元，负债总额27,760.4万元，资产负债率79.37%。

四、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情况下，公司利用自有资金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可以支持子公司发展，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公司上述委托贷款事项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为下属主要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人民币84,953万元；公司为下属其他

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人民币18,050万元； 上述子公司为其下属单位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人民币1,100

万元，逾期委托贷款金额为0。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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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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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是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动力” 或“公司” ）董事会根据公司于2015年1月8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决定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现将

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方式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月26日（星期一）14:15。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月26日 （星期一）9:30-11:30、13:

00-15:00。

2、股权登记日

2015年1月19日（星期一）。

3、会议召开地点

西安市未央区天鼎酒店。

4、召集人和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同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流通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2014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5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5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4、审议《关于申请2015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5、审议《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

6、审议《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

注：（1）前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2）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议案1、2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1月19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

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和其他中介机构人员。

四、表决权

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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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为准。

五、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1、登记手续：

个人股及社会公众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

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

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委托

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法人单位营业执照

复印件。

2、登记时间：

2015年1月25日9:00~11:30，14:00~17:00；

2015年1月26日9:00~11:30。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3、登记地点：西安市未央区天鼎酒店。

4、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验证入场。

六、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9-86150271

传真：029-86629636

联系人：李斌

通讯地址：西安市北郊徐家湾13号信箱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710021

2、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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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具体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详见附件2。

特此公告。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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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

2014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

案

》

2

《

关于

2015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3

《

关于

2015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

4

《

关于申请

2015

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

5

《

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

》

6

《

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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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此附件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说

明。

投票日期：2015年1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总议案数：6个（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

议案” ；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893

动力投票

6 A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6

项议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1

《

关于

2014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

的议案

》

1.00

元

2

《

关于

2015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元

3

《

关于

2015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

3.00

元

4

《

关于申请

2015

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

4.00

元

5

《

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

》

5.00

元

6

《

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

》

6.00

元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2015年1月19日 A�股收市后，持有航空动力A股（股票代码600893）的投资者拟对本

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893

买入

99.00

元

1

股

（二）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1《关于2014年

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893

买入

1.00

元

1

股

（三）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1《关于2014年

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893

买入

1.00

元

2

股

（四）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1《关于2014年度与

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893

买入

1.00

元

3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

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

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

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四）同时持有同一家上市公司A股和B股的股东，应当通过上交所的A股和B股交易系统分别投票。

（上接B021版）

证券代码：

600870

证券简称：厦华电子 编号：临

2015-002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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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1月8日召开。 会议采取通讯

表决的方式，应表决董事9名，实际表决董事9名，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成员变更的议案》。

因李智勇独立董事已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同时亦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相关专业委员会成员调整如下：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调整为：屈中标、唐炎钊、寇璐，其中由屈中标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调整为：唐炎钊、黄健雄、郑毅夫，其中由唐炎钊先生担任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8日

证券代码：

600677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2015-001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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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31日起连续停牌。

截止本公告日， 审计、评估、法律顾问和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已进场，尽职

调查等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

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

后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600664

证券简称

:

哈药股份 编号

:

临

2015-001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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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12月

31起停牌， 相关公告已于2014年12月31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目前，该重大事项仍在筹划当中，鉴于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

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

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1月9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

起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396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02

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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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5年1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141918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829

证券简称

:

三精制药 编号

:

临

2015-001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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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 ）正在筹划与公

司相关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12月31起停牌，相关公告已于

2014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

目前，该重大事项仍在筹划当中，鉴于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1

月9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控股股东哈药股份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

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15-001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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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专项资金的基本情况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山西丰喜化工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化工设备公

司” ） 于2014年12月29日收到永济市失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给予的2014年转岗位补贴

人民币叁佰伍拾玖万玖仟壹佰元整（3599100元）。

二、专项资金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化工设备公司获得的该笔补贴

资金确认为当期损益并计入营业外收入。 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600463

编号：临

2015-001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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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钱明杰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钱明杰先生因个人原因提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钱明杰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钱明杰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董事人数为6人，其中独立董事人数为2人,满足《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和《公司章程》中上市公

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要求。 钱明杰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钱明杰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认真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

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钱明杰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8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5-03

债券代码：

122204

债券简称：

12

双良节

转股代码：

190009

转股简称：双良转股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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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

作特别提示。

一、签署概况

近日， 公司与新疆信友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新疆信友奇台2×660MW发电机组工程间接空

冷系统EPC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5,000.00万元。

二、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时间：2015年01月07日。

2、合同标的：新疆信友奇台2×660MW发电机组工程间接空冷系统。

3、合同总额：35,000.00万元人民币。

4、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5、合同竣工时间：1#空冷岛系统2016年3月底，一个月后2#空冷岛系统投运。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间接空冷系统EPC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01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4

年12月30日送达各位董事，并于2015年1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

会董事9名，参会人员及会议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拟购买中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在不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和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拟利用部分闲置资

金开展中短期理财工作，择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低风险信托产品等符合公司资金配置需

求的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余额不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余额可以滚动使用，但购

买单笔理财产品的资金也不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 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一年内有效，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9票，其中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9票，其中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5-002

号《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9票，其中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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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对象： 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阿波罗蓄电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阿波罗公

司” ）

●增资金额：人民币14438.58683万元

一、增资概述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公司的经营计划和发展需求，同意对该公司

增资14438.58683万元人民币，增资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固定资产投资。 增资完

成后阿波罗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0561.41317万元人民币增加至2.5亿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扬州阿波罗蓄电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扬州市扬子江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刘长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561.41317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6月28日

经营范围：蓄电池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蓄电池技术开发及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014年， 公司收购扬州阿波罗蓄电池有限公司100%股权， 阿波罗公司于2014年7月

18日办妥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公司自2014年8月1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3

年度

（

经审计

）

29,238.56 14,235.26 37,272.34 -635.51

2014

年

1-9

月

（

未经审计

）

26003.17 9994.55 20842.16 -2724.47

2014

年

8-9

月

（

未经审计

）

26003.17 9994.55 6509.31 -137.74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阿波罗公司的增资，有利于优化阿波罗公司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

用，有助于其更好的开展项目建设，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

规划。

本次增资完成后，将会对阿波罗公司未来的运营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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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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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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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 或“公司” ）二0一四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5年1月8日（星期四）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15年1月8日14:30在公司老厂二楼会议

室（湖南省长沙市河西麓谷麓天路19号）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月7

日15：00至2015年1月8日（注：现场大会当天）15：00。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6名，代表股份54,652,5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13%。 其中：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4,652,5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0.2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

（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张庆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

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在本

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内（2015年1月7日15：00至2015年1月8日15：00）通过

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www.chinaclear.cn）投票表决。

经合并统计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1

关于修订

《

公司章

程

》

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54,652,500 100% 0 0 0 0

通过

本次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荣、吕杰律师见证，见证律师认

为：方盛制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