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京威股份 股票代码

0026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鲍丽娜 孙丹丹

电话

60276313 60276313

传真

60279917 60279917

电子信箱

jingwei@beijing-wkw.com jingwei@beijing-wkw.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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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1

年

营业收入（元）

1,799,186,649.02 1,659,993,578.55 8.39% 1,401,820,71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7,031,148.13 371,888,144.10 -14.75% 307,341,51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1,144,564.24 350,216,312.33 -16.87% 307,207,033.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4,312,506.78 415,609,328.93 -36.4% 296,616,787.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53 0.64 -17.19% 0.68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53 0.64 -17.19% 0.6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2.07% 18.09% -6.02% 41.89%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3,037,376,343.70 2,841,704,463.39 6.89% 1,219,456,02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34,607,292.07 2,567,527,402.53 6.51% 826,093,480.34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50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2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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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5% 225,000,000 225,000,000

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5.25% 211,500,000 211,500,000

上海华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 13,500,000 13,5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7% 1,615,824 0

国泰君安

－

建行

－

香港上海汇

丰银行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4% 1,422,500 0

王洪涛 境内自然人

0.22% 1,295,456 0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成红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7% 1,007,278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14% 834,272 0

张秀华 境内自然人

0.13% 800,940 0

黄伟 境内自然人

0.13% 774,4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第二大股东德国埃贝斯乐股份

有限公司与其他

8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

8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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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年度公司不断努力开拓市场，实现了营业收入 179,918.6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8.39%；营业成

本 119,015.8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9.31%；销售费用8,268.1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5.33%；、管理

费用9,292.5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7.85%；财务费用 -3,653.35万元，上年度为-2,739.90万元；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703.1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14.75%；研发投入2,228.4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上涨了6.33%。

公司凭借多材质成型、多材质表面处理能力；同步设计开发、整体配套方案设计和模块化供应能力以及

丰富的配套经验等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新纳入合并

范围的原因

持股比

例（

%

）

年末净资产 年初净资产 本年净利润 上年净利润

威卡威密封件 非同一控制下合并

100 3,206.59 2512.49 694.09 -40.33

2013年9月23日，京威股份和秦皇岛国昌冷弯型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京威股份收购秦皇岛国

昌冷弯型钢有限公司持有威卡威密封件50%股权，转让价格以天兴评报字2013第（660）号的评估值为2,044

万元为基础，协商收购价格为人民币2,150万元，经本次股权转让后，京威股份持有威卡威密封件100%股权。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璟瑜

201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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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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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本公告中，下列词汇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中环投资 指 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人股东

德国埃贝斯乐 指 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股东

北京比亚 指 北京比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发行人合营企业

德国威卡威 指 德国威卡威集团公司

德国埃贝斯乐铝材 指 德国埃贝斯乐铝材有限公司

埃贝斯乐行李架 指 德国埃贝斯乐行李架系统有限公司

威卡威埃贝斯乐汽车技术 指 德国威卡威埃贝斯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威卡威埃贝斯乐北美 指 威卡威埃贝斯乐北美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和《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号：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根据2013年度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现

对2014年关联交易情况作如下预计：

1.

销售货物及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类型及关联方名称

2013

年度

2014

年度预测

金额 金额

一、共同控制方小计

8,686,729.27 769,230.77

其中：德国埃贝斯乐

8,686,729.27 769,230.77

二、受共同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小

计

13,719,989.22 16,659,049.08

威卡威埃贝斯乐北美

13,719,989.22 16,659,049.08

三、合营公司小计

3,373,543.93 6,068,800.00

其中：北京比亚

3,373,543.93 6,068,800.00

合计

25,780,262.42 23,497,079.85

2.

采购货物和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类型及关联方名称

2013

年度

2014

年度预测

金额 金额

一、共同控制方小计

624,146.66 542,028.00

其中：德国埃贝斯乐

624,146.66 542,028.00

二、受共同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小计

66,482,931.67 58,588,670.50

埃贝斯乐行李架

4,847,642.19 4,659,453.50

德国埃贝斯乐铝材

60,219,205.09 50,354,217.00

威卡威汽车技术

1,416,084.39 3,575,000.00

三、合营公司小计

13,015,958.40 20,900,000.00

北京比亚

13,015,958.40 20,900,000.00

四、其他关系关联方

12,739,274.57 9,197,850.00

其中： 德国威卡威

12,739,274.57 9,197,850.00

合计

92,862,311.30 89,228,548.50

3.

承租情况 单位：元

出租方

租赁资产种

类

2013

年度

2014

年预测

中环投资 房产土地

13,343,616.00 6,531,840.0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类型及关联方

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

一、共同控制方

其中：中环投资 有限公司 北京 投资管理及出租工业用房 李璟瑜

50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德国埃贝斯乐 股份公司 乌伯塔尔

生产和销售工业产品，尤

其是铝制品。

盖特

.

麦尔

（

Gert Mayer

）

1674.24

万欧元

二、受共同控制方控

制的其他企业

威卡威埃贝斯乐北美 有限公司

Delaware,

USA

铝合金制品

Tim Hom 10

美元

威卡威汽车技术 有限公司 乌伯塔尔

技术研发，订单项目开发管

理，销售汽车零部件。

Peter Heubes,

MarkusKirchner

25

万欧元

埃贝斯乐行李架 有限公司 乌伯塔尔 生产车用行李架

Reiner Schmidt 100

万欧元

德国埃贝斯乐铝材 有限公司 乌伯塔尔

研发，生产和销售铝合金挤

出型材

FrankBusenbecker,

Norbert-W. Sucke

400

万欧元

三、合营公司

北京比亚 有限公司 北京市 汽车零部件生产 李璟瑜

518

万欧元

四、其他关系关联方

其中： 德国威卡威 有限公司 乌伯塔尔

生产由铝挤压型材和铝板

制成的装饰件和功能

件

Gert Mayer,

Peter Kruft

30

万欧元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双方协商定价。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实属必要的关联交易，已严格按照《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规的要求

履行了合法、必要的程序，并经董事会或（和）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且关联董事和股东回避表决，确保了交易

价格的公平合理，有效保障了股东的合法权益，遵守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不会对本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认为上述交易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事项，且定价、结算方法公允合理，有效保障了公司的利益。 公司在

该项交易中拥有充分的主动权，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风险。 在董事会审议该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六、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人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

见。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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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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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3

月15日发出，会议于2014年3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5人，菲特豪斯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已书面委托克

鲁夫特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张志瑾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已书面委托李璟瑜先生代为出

席会议并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李璟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占全体董事的100%；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占全体董事的 100%；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细内容见《2013年度报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占全体董事的100� %；反对 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占全体董事的100%；反对 0票；弃权 0票。

依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XYZH/2013A7009号《审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31

日，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共计人民币876,567,

106.51元（母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30%。同时，根据公

司上市前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公司上市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为了实现对广大

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拟进行2013年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如下：

以公司截止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600,000,000股为基准，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元

（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15,600万元。 公司本次分配的现金红利占公司2013年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的49.21%。

以上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的相关要求。以上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

配的相关要求。 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占全体董事的 100%；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6、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李璟瑜、张志瑾、菲特豪斯、克鲁夫特回避表决。

2014年关联交易预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3票，占全体非关联董事的100%；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占全体董事的100%；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占全体董事的100%；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占全体董事的100%；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占全体董事的100%；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13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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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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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下午14:00

4、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4月24日至2014年4月2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15:00至2014年4月

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龙熙温泉度假酒店会议室（三层百合厅）

6、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21日（星期一）

7、参加会议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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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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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

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三、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关于<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6、《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7、《关于聘任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本次会议上独立董事将做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七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四、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4年4月21日（星期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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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人。

4、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五、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4年4月24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00�—17:00）

2、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

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

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本公

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信函登记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魏永路（天堂河段）70号北京威卡威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102609（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邮政编码：102609；传真号码：010-60279917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鲍丽娜

联系电话：60276313

传真：60279917

通讯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魏永路（天堂河段）70号

邮编：102609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3、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七、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的9∶30-11∶30和13∶

00-15∶00。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以下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2662

京威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2662；

（3）在“委托价格” 项下输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元代表议案1，2元代表议案2，总议案对应申

报价格100元，代表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议案相应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

议案 方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100.00

元

1

《关于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1.00

元

2

《关于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2.00

元

3

《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3.00

元

4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4.00

元

5

《关于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5.00

元

6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00

元

7

《关于聘任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

元

(4)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申报股数，具体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

股

2

股

3

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

准。

5、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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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

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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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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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13∶

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

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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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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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下午15∶00

至2014年4月25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八、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的股东， 现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代表本人/本单位

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表决

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2

《关于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3

《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4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5

《关于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

《关于聘任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注: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中用“√”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委托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2、在本表的表决意见栏中选择相应的表决意见，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栏中画“√” ，画其他符号无效，

一项议案画两次符号无效。

3、本授权委托书打印件和复印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单位名称）： 身份证号（注册号）：

股东账号： 持 股 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编：

注：股东参会登记表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单位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662� � �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7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第二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3月

14日书面送达，会议于2014年3月2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3票，占全体监事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3票，占全体监事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3票，占全体监事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四）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3票，占全体监事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

要，在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关键环节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用。董事会《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

表决结果：赞成3票，占全体监事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13年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3票，占全体监事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3票，占全体监事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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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3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0号” 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采取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A股) � 7,

500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500,0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

59,0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1,441,000,000.00元已于2012年3月5日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营业部开立的11-110801040193466号银行账户。 另外，本公司累计发生8,862,039.05元的其

他相关发行费用。 上述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以及本公司累计发生的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1,432,137,960.95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 并出具XYZH/2011A7020-10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432,137,960.95

减

: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545,296,911.54

其中：以前年度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296,603,509.77

本年度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104,727,059.66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中环投资房产及土地款

97,114,342.11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中环投资技术转让费

46,852,000.00

等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886,841,049.41

加：累计收到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55,093,890.31

其中：以前年度金额

22,029,188.77

本年度金额

33,064,701.54

等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941,934,939.7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2008年2月第二次修订）的相关要求制定了《京威股

份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的存储、所有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的支出，先由资金使用部门

提出资金使用计划，报财务负责人审核，并由董事长签字后，方可予以付款；凡超过董事长授权范围的，必须

报董事会审批。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资金账号 定期存款金额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本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040193466 6,278,566.6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040193474 1,239.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140001924 105,225,863.16

935,654,886.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140002310 10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140002328 10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140002336 10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140002344 10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140002351 10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140002369 10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140002377 10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140002385 10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140002211 30,429,022.97

北京威卡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040194365 124.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301040002783 1.85

埃贝斯乐铝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801040194373 113.1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0301040002791 0.03

阿尔洛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112501040000418 8.63

合计

941,934,939.72

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本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的形式存放，存单到期后将及

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三)三方监管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信证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具体如下：

1.2012年3月23日， 本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2012年11月15日， 北京威卡威会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3.2012年11月15日， 埃贝斯乐铝材会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4.2012年11月15日， 北京阿尔洛会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交所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

不存在问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3,213.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869.3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529.6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1

）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1.

汽车内外饰

件产能扩充

项目

否

49,017.00 49,017.00 10,472.71 35,138.06 71.69%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49,017.00 49,017.00 10,472.71 35,138.06 71.69%

超募资金投

向

1.

收购子公司

少数股东权

益

4,995.00 4,995.00 4,995.00 100.00%

否

2.

支付中环投

资技术转让

费

4,685.20 4,685.20 4,685.20 4,685.20 100.00%

3.

支付中环投

资房产及土

地款

24,400.00 24,400.00 9,711.43 9,711.43 39.80%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34,080.20 34,080.20 14,396.63 19,391.63

合计

83,097.20 83,097.20 24,869.34 54,529.6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

无此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本公司超额募集资金共计

941,967,960.95

元， 根据董事会及股东会相关决议，本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9,950,000.00

元对本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香港威卡威有限公

司进行增资，而香港威卡威有限公司用上述资金收购本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北

京威卡威、埃贝斯乐铝材、北京中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根据董

事会及股东会相关决议，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中环投资技术转让费及房产

土地款计

14396.63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此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此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无此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在三方监管账户存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无此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汽车内外饰件产能扩充项目：拟投入49,017.00万元，2013年度实际使用10,472.71万元。

(三)本期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432,137,960.95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490,170,000.00元，超额募集资

金为941,967,960.95元。2013年4月9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

收购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厂房的议案》、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中环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铝板技术的议案》，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收购标的 交易金额（不含税）

1

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厂房

24,400

2

铝板技术

4,420

使用超募资金金额合计

28,820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超募资金余额 800,001,239.13�元(包括银行存款利息)，存放在公司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中（包括定期存单），将全部用于本公司主营业务，并根据本公司的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

需求，妥善安排使用计划。 本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

披露。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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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3年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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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4年4月3日（星期四）下午15:00-17:

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3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璟瑜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鲍丽

娜女士、独立董事马朝松先生和保荐代表人李明克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2014年 3 月 27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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