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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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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第十次会议（临时）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8年1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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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 2018�年12月27日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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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议下属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26.77%股权，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中航机载系

统有限公司。（详见同日公告）

与会董事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昆辉、纪瑞东、王建刚、陈远明、周春华、李兵、 甘

立伟回避表决。

二、《关于审议子公司“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议案》

为了落实国家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相关政策，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公司拟将子公司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陕西千山航空电子有

限责任公司、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承担的职工生活区“三供一业”业务、资产和相关人员等整体剥离并无偿移交。（详见同日公

告）

与会董事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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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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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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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增资，增资总

额5,500万元。（详见同日公告）

与会董事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四、《关于审议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王建刚先生提名，拟聘任张红先生（简历附后）为

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与会董事以11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五、《关于审议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拟

聘任张力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详见同日公告）

与会董事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六、《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拟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

13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号）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详见同日公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的通知》（财会[2017]13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与会董事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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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27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张红：男，1973年10月生，硕士，研究员。历任航空工业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室主任、副总师，中航航空电子有限公司副总师、副总经理，

中航航空电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总经理、工会主席。

张力：男，1968年10月生，博士，高级会计师。历任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处长助理、副处长、财务管理室经理、战略

规划部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现任公司总会计师。

股票代码：600372� � � �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2018-060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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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第八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8年1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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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7日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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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议下属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26.77%股权，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中航机载系

统有限公司。（详见同日公告）

与会监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二、《关于审议子公司“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议案》

为了落实国家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相关政策，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公司拟将子公司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陕西千山航空电子有

限责任公司、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承担的职工生活区“三供一业”业务、资产和相关人员等整体剥离并无偿移交。（详见同日公

告）

与会监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三、《关于审议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第二期增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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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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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增资，增资总

额5,500万元。（详见同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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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第一期增资，符合募

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有利于稳步推进募集资金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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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与会监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四、《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拟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

13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号）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详见同日公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的通知》（财会[2017]13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

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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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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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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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评估值，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2,751.96万元。该《资产评估

报告》尚需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如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有变化，则股权转让价格将相应调整。

●按照目前的交易价格，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按照目前的交易价格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过去12个月内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子”或“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标准，本次关联交易

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航电子控股子公司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天电子” ）拟将其持有的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赛维航电” ）

26.77%股权，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载公司” ，前述行为简称“本次股权转让” ）。凯天电子与机载

公司就上述事项签署了《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同意赛维航电26.77%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机构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根据目前的资产评估结果，交易价格为12,751.96万元；如经备案的评估结果有变化，则股权转让

价格相应调整。

由于机载公司持有中航电子17.99%股权，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金额

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标准，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机载公司持有公司17.99%股权

1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1

经航空工业同意，机载公司吸收合并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合并完成后，机载公司将直接持有中航电子316,509,442股

股份，占中航电子总股本的17.99%，目前正在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27582W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5号曙光大厦A座1层101室

法定代表人：张昆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499,777.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23日

经营范围：各类飞行器、发动机配套的机载机电系统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的投资与管理；航天、船舶、电子信息相关的机电产品的

销售；汽车部件及系统、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设备、智能系统及设备、机械制造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机电设备及系统、专用车、电动

车、制冷系统、摩托车的研制、生产、销售；软件信息化产品生产、研发及服务；信息系统及产品、软件产品、安全与服务系统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机载公司10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机载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3,320,995.01万元，净资产为4,851,341.59万元，营业收入为10,123,629.70万元，净利润

为392,477.87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的类别为出售股权类资产。

（二）转让标的：赛维航电26.77%股权

1、赛维航电的主要情况

公司名称：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733483118G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29号院8号楼

法定代表人：郑育才

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12月25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铝材、铜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餐饮管理；会议服务；出租办公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赛维航电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6.774%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1

26.77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 14.58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13.983%

西安恒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5.96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 5.963%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 5.963%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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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航空工业同意，机载公司吸收合并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合并完成后，机载公司作为本次合并的吸并方继续存续，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并相应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截至目前，赛维航电股东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赛维航电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赛维航电

2018.09.30

（未经审计）

2017.12.31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169 39,209

资产净额 31,051 30,950

营业收入 1,753 4,608

净利润 116 2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6 253

赛维航电2017年财务报告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2.权属状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3.赛维航电的资产评估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

转让所持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8）第031178号）。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赛维航电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情况如下：

赛维航电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2018年6月30日经审计后总资产账面价值为36,970.50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6,805.07万元，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30,165.43万元。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36,970.50万元，评估值为54,440.32万元，增值率47.25� %；负债账面价值为6,805.07万元，评估值为6,805.07万元，评估

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30,165.43万元，评估值为47,635.25万元，增值率57.91%。

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5,146.84 5,146.84 - -

非流动资产 2 31,823.66 49,293.48 17,469.82 54.9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1,109.96 1,605.44 495.48 44.64

投资性房地产 4 - -

固定资产 5 8,605.95 23,245.86 14,639.91 170.11

在建工程 6 - -

无形资产 7 - 800.00 80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22,107.75 23,642.18 1,534.43 6.94

资产总计 10 36,970.50 54,440.32 17,469.82 47.25

流动负债 11 3,851.54 3,851.54 - -

非流动负债 12 2,953.53 2,953.53 - -

负债总计 13 6,805.07 6,805.07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 30,165.43 47,635.25 17,469.82 57.91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资产评估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5,560.00万元，增值率16.48� %。

3）评估结论的选取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47,635.25万元；收益法的评估值35,560.00万元，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12,075.25万元，差异率33.96%。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为：收益法是基于企业未来现金流的现值，资产基础法是基于企业现有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基础上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从而造成了评估结果的差异。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收益法对被评估单位未来具体投资和经营战略及实施的考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选定以资产基础法评估

结果作为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甲方（转让方）：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二）标的股权

赛维航电26.77%的股权。

（三）资产定价

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8）第031178号《资产评估报告》，赛维航电100%股权的评估值为47,635.25万元，上述《资产评估报

告》尚待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备案。根据目前的资产评估结果，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12,751.96万元；如经备案的评估结果有变化，则

股权转让价格相应调整，届时双方将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确认。

（四）资产交割及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交割日为赛维航电股东会作出同意股权转让行为的决议之日，并于《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5日内在工商登记部门依法办理登记。

机载公司应在交割日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凯天电子以下账户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五）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自2018年6月30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赛维航电的经营性盈利或亏损均由机载公司按受让股权比例享有或承

担。

（六）协议生效

《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自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交易双方就本次股权转让履行完毕各自审批程序；

2、本次股权转让行为经交易双方上级有关部门批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凯天电子主业发展，增强凯天电子的盈利能力。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昆辉、纪瑞东、王建刚、陈远明、周春华、李兵、甘立伟回

避表决。

该项关联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尚需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管管理机构备案。根据目前的交易价格，此项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关联交易委员会意见

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备查文件

1、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关联交易委员会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意见；

4、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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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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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6]�

45号）、《财政部关于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有关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5]� 62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印发中航工

业所属单位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航空资本[2016]966号）等文件要求，为了落实国家剥离企业办社会

职能相关政策，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子” 、“公司”或“上市公司” ）拟将子公司陕西华燕

航空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燕公司” ）、陕西千山航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千山电子”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兰州飞控” ）目前承担的职工生活区“三供一业”业务、资产和相关人员等整体剥离并无偿移交，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分离移交范围

本次分离移交范围包括华燕公司、千山电子、兰州飞控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即供水、供电、供暖、物业）等企业办社会职能，具体包

括：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项目

企业名称 分离移交范围 户数 项目

华燕公司 下属管理的家属区 1,381 供热

千山电子 北院、南院、东院家属区 710 供热

兰州飞控

东、中、西三个职工家属区共3处 3,465 供热

东、中、西三个职工家属区共3处 3,465 供水

东、中、西三个职工家属区共3处 3,072 供气

东、中、西三个职工家属区共3处 3,255 供电

东、中、西三个职工家属区共3处，住户共计3,465户。共有多层56栋，住户共计2,723户；共有

高层4栋，住户758户。

6,946 物业

二、本次分离移交涉及资产情况

（一）华燕公司

截至2018年10月31日，华燕公司拟移交账面供热固定资产基准日共计2项，账面原值1,890,000元，累计折旧519,435元，净值1,370,565元，

账面价值1,370,565元；拟移交账外资产共计17项，主要为热力管道及相关配件。

（二）千山电子

截至2018年8月31日，千山电子拟移交账面供热固定资产基准日共计2项，账面原值1,689,562.24元，累计折旧224,218.31元，净值1,465,

343.93元，账面价值1,465,343.93元。拟移交账外资产共29项，主要是热力管道及相关配件。

（三）兰州飞控

截至2018年10月31日，兰州飞控拟移交账面供热资产共41项，账面原值15,401,047,40元，累计折旧1,317,153.92元，净值14,083,893.48元，

账面价值14.083.893.48元。拟移交账面供电资产共33项，账面原值2,974,133.76元，累计折旧2,667,298.90元，净值306,834.86元，账面价值306,

834.86元。拟移交账面供电资产共8项，账面原值28,497,805.39元，累计折旧3,294,325.02元，净值25,203,480.37元，账面价值25,203,480.37元。兰

州飞控在甘肃省住房资产管理中心开立三个专项账户，余额合计2,979,366.19元。

三、本次剥离移交工作对上市公司影响

1、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有关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5〕62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

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6]45号）等文件，本次“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涉及公司

固定资产净值及专项基金共计4,540.95万元，公司将按照规定核减有关资产及所有者权益。

2、本次“三供一业”分离移交，长远来看将有效降低公司成本费用负担，进一步精干公司主业，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3、本次移交后公司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服务更为专业化，服务质量提高有利于公司职工家属生活条件的改善。

四、本次分离移交履行的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1.2018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包

括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分离移交乃公司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况。

2.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备查文件

1、中航电子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十次会议（临时）决议；

2、中航电子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八次会议；

3、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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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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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募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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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00万元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转债发行”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1,628.00万元后，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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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募集资金增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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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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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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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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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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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422,330.55元，负债总额923,027,522.38元，营业收入1,160,684,589.98元，净利润106,703,97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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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4.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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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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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538,

292.80元，负债总额732,467,840.82元，营业收入500,209,014.12元，净利润50,842,375.73元。

（三）陕西千山航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时间： 2008年01月30日

2、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南三环辅道G16号

3、注册资本：36208.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赵清洲

5、经营范围： 航空、航海、航天、兵器领域的电子设备及相关产品的销售、研制、生产、维修;民用领域的通信网络、电子信息、轨道交

通、汽车(不含二手车)、电子产品、防爆电器的销售、研制、生产、维修;计算机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橡塑制品零

部件制造;工、模具制造及热处理加工;自有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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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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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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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510,333.01元，负债总额976,940,854.10元，营业收入588,862,171.51元，净利润78,902,383.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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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第二期增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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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事宜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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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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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第二期增资，符合募

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有利于稳步推进募集资金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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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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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进行增资。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十次会议（临时）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公司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第二期增资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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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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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十次会议（临时），审议

通过了《关于审议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因工作需要，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董事会

秘书工作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董事会秘书发表了如下意见：张力先生已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以往的工作经历和

能力具备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和能力，未发现存在《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

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同意聘任张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张力先生简历：

男，1968年10月生，博士，高级会计师。历任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处长助理、副处长、财务管理室经理、战略规划部

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现任公司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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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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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

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度相继颁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

[2017]13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号）。鉴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及修订，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的内容进行调整。

2、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2017年7月5日修订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2017年12月25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中的

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侧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财会[2017]22号）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

型；以控制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

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上述准则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财务报表影响不重大。

2、《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了持有待售

类别的划分条件、持有待售类别的计量、终止经营的列报。

上述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本公司当期和前期净损失、总资产和净资产无影响。

3、《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将

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的通知》（财会[2017]13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

知》（财会[2017]13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十次会议（临时）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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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

（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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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

（临时会议）于2018年12月27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交所” ）对《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港交所上市规则》” ）及其《企业管治守则》之修订，同意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作如下修订：

原条款 修订后

第二条 本公司明白并深信董事会成员多元化对提升公司的表现素质裨

益良多。

第二条 本公司认同及深信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所带来的禆益， 并且认

为董事会趋向多元化是维持本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元素。

第四条 为达致可持续的均衡发展，本公司视董事会层面日益多元化为支

持其达到战略目标及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元素。 一个真正多元化的董

事会将包括具备不同才能、技能、地区及行业经验、背景、性别及其他特质

的董事会成员，并使他们发挥所长。

第四条 为达致可持续的均衡发展， 本公司视董事会层面日益多元化

为支持其达到战略目标及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元素。 一个真正多

元化的董事会将包括具备不同才能、技能、知识、地区及行业经验、背

景、性别及其他特质的董事会成员，并使他们发挥所长。

第八条 提名委员会将参照本政策考虑董事会的才能、技能、经验、独立性

及知识的平衡以及董事会的多元化代表性。

第八条 提名委员会将参照本政策考虑董事会的才能、技能、经验、独

立性及知识的平衡以及董事会的多元化代表性， 并确保董事职位甄

选及提名均按适当的程序进行， 以便能招徕更多元背景的人选供本

公司作出考虑。

无

新增第九条 本公司将定期评估董事会多元化状况， 以及本公司实现

多元化目标的进展（如有）。

无

新增第十条 本公司将设立适当程序以培养背景更广更多元化并富工

作经验和技能的高级管理层。

第九条 甄选人选将按一系列多元化范畴为基准， 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年

龄、文化及教育背景、专业经验、技能、知识及服务任期。最终将按人选的

长处及可为董事会提供的贡献而作出决定。 董事会组成 （包括性别、年

龄、服务任期等）将每年在本公司《企业管治报告》内披露。

第十一条 在检讨及评估董事会组成及提名董事时（如适用），须考虑

有关董事会成员多元化的各项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文化及教育背

景、专业经验、技能、知识及行业及地区经验等）。

甄选人选将按各项多元化因素为基准， 最终将按人选的长处及

可为董事会提供的贡献而作出决定。董事会组成（包括性别、年龄、服

务任期等）将每年在本公司《企业管治报告》内披露。

无

新增第十二条 本公司旨在使董事会成员多元化各方面能保持适当及

平衡，以切合本公司业务发展。提名委员会将会讨论及协定（如有需

要）为达致及执行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的可计量目标，并向董事会

作出有关建议。如有需要，董事会可随时采纳及/或修订多元化因素

及可计量目标，以切合本公司业务所需。

第四章 监察及汇报 第四章 执行、监察及汇报

第十条 提名委员会将每年于本公司的《企业管治报告》内报告其采用的

委任董事会成员程序。该报告将包括政策概要、为执行政策而定的可计量

目标及达标的程度。

第十三条 提名委员会将每年检讨董事会的架构、人数及组成，并就任

何为配合本公司的公司策略而对董事会作出的变动提出建议。

提名委员会将每年于本公司的《企业管治报告》内报告其采用

的委任董事会成员程序。该报告将包括政策概要、为执行政策而定的

可计量目标及达标的程度。

除上述修订及因在原第八条后新增两条、在原第九条后新增一条而对相关后续条款序号予以相应顺延修订外，全文其他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制度》的议案。

根据港交所对《港交所上市规则》及其《企业管治守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之修订，同意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制度》作如下修订：

原条款 修订后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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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以及《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等规定，特制订本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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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合称“《上市规则》” ）以及《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规定，特制

订本制度。

第七条 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资格；

（二）具有《指导意见》、《公司章程》所要求的独立性；

……

第七条 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资格；

（二）具有《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及《上市规则》所要求的独

立性；

……

第八条 独立非执行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非执

行董事：

（一）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

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

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

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五）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七）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八条 独立非执行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非执

行董事：

（一）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

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

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

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公司、其控股母公司或其各自附属企业的任何主要业务活

动中，有重大利益；又或涉及与公司、其控股母公司或其各自附属企业

之间或与公司任何核心关联/连人士之间的重大商业交易；

（五）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四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六）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审计等服务的

人员，或在最近两年内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过该等服务的人员；

（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八）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九条 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

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第九条 根据公司董事提名政策的相关程序及要求，董事会、监事会、单

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非

执行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第十条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

提名人应当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并对其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发表意见，被

提名人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

系发表公开声明。

第十条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

提名人应当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考虑公司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相关因素，并对其担任独

立非执行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发表意见， 被提名人应当就其本人与公

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发表公开声明。

第十一条 在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董事会应当按照

规定公布上述内容， 并将所有被提名人的有关材料同时报送中国证监

会、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对被提名人的有

关情况有异议的，应同时报送董事会的书面意见。

第十一条 在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董事会应当按照

规定公布上述内容， 并将所有被提名人的有关材料同时报送中国证监

会、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监管机构。董事会

对被提名人的有关情况有异议的，应同时报送董事会的书面意见。

第十四条 独立非执行董事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由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除出现上述情况及《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外，独

立非执行董事任期届满前不得无故被免职。提前免职的，公司应将其作

为特别披露事项予以披露， 被免职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公司的免职

理由不当的，可以作出公开的声明。

第十四条 独立非执行董事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由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除出现上述情况及《公司法》、《上市规则》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

事的情形外， 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届满前不得无故被免职。 提前免职

的，公司应将其作为特别披露事项予以披露，被免职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认为公司的免职理由不当的，可以作出公开的声明。

第十八条 独立非执行董事应当按时出席董事会会议，了解公司的生产

经营和运作情况，主动调查、获取做出决策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独立

非执行董事应当向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年度报

告书，对其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说明。

第十八条 独立非执行董事应当按时出席董事会会议，了解公司的生产

经营和运作情况，主动调查、获取做出决策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独立

非执行董事应当向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年度报

告书，对其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说明。

上市公司股东间或者董事间发生冲突， 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

影响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应当主动履行职责，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除上述修订外，全文其他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职权范围及实施细

则》的议案。

根据港交所对《港交所上市规则》及其《企业管治守则》之修订，同意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提名委员会职权范围及实施细则》作如下修订：

原条款 修订后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董事、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优

化董事会人员组成，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港交所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设

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并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董事、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准则及程

序，优化董事会人员组成，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港交所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

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并制定本细则。

无

新增第十一条 在不影响提名委员会于其职权范围内所列出的权利及

职责下，甄选并提名董事的最终责任由全体董事承担。

第四章 决策程序 第四章 决策程序及甄选准则

无

新增第十四条 在评估及挑选候选人担任董事时，提名委员会应当考虑

包括下列准则,�以确保公司董事会成员具备切合公司业务所需的技巧、

知识、经验及多元观点：

(一) 品格与诚实；

(二) 资格，包括专业资格、技巧、知识及与本公司业务及策略相关

的经验，以及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所提述的多元化因素；

(三) 为达致、实施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而采纳的任何可计量目

标；

(四) 《港交所上市规则》关于董事会需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规

定，以及参考《港交所上市规则》内列明候选人是否被视为独立的指

引；

(五) 候选人的专业资格、技巧、知识、经验、独立性及性别多元化

方面可为董事会带来的任何潜在贡献；

(六) 是否愿意及是否能够投放足够时间履行其身为董事会成员

及担任董事会辖下委员会的委员的职责；

(七) 其他适用于公司业务及其继任计划的其他各项因素，提名委

员会及/或董事会可在有需要时修订有关因素。

除上述修订及因在原第十条、第十二条后分别新增一条而对相关后续条款序号予以相应顺延修订外，全文其他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职权范围及实施细

则》的议案。

根据港交所对《港交所上市规则》及其《企业管治守则》之修订，同意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职权范围及实施细则》作如下修订：

原条款 修订后

第三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至五名董事组成， 独立非执行董事占多

数。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三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至五名董事组成，独立非执行董事占

多数。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现时负责审计公司账目的外部审计机构的前任合伙人在以下日

期（以日期较后者为准）起计两年内，不得担任公司审计委员会的委

员：

(1)�该名人士终止成为该审计机构合伙人的日期；或

(2)�该名人士不再享有该审计机构财务利益的日期。

除上述修订外，全文其他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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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通过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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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洞庭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富马酸喹硫平片（以下简称“该药

品”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批件号：2018B04530、2018B04531、2018B04532），该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

二、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富马酸喹硫平片

剂型：片剂

规格：25mg、0.1g、0.2g（按C21H25N3O2S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生产企业：洞庭药业

原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00466、H20010117、H20061218

审批结论：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三、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富马酸喹硫平是一种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 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发

作。2017年度，洞庭药业该药品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销售额约为人民币29,106万元（未经

审计）。

截至本公告日，于中国境内已上市的富马酸喹硫平片包括阿斯利康公司的思瑞康?、苏州第壹制药有

限公司的舒思?。根据IQVIA� CHPA最新数据（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

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2017年度，富马酸喹硫平片于中国境内销售额约为人民币7.0亿元。

截至2018年11月，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现阶段针对该药品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

用人民币约1,491万元（未经审计）。

四、对本集团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其市场销售。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药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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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临床试验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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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关于同意重组

HER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单甲基奥瑞他汀F偶联剂注射液（以下简称“该新药” ）用于治疗HER2阳性的晚

期乳腺癌和/或晚期恶性实体瘤的临床试验的批准。复星医药产业拟于近期条件具备后开展该新药的临床I

期试验。

二、该新药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重组HER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单甲基奥瑞他汀F偶联剂注射液

申请人：复星医药产业

审批结论：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三、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Legochem� Biosciences,� Inc.许可、并后续自主

研发的创新型定点抗体偶联药物，主要用于HER2阳性的晚期乳腺癌和/或晚期恶性实体瘤的治疗。2018年

9月，该新药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注册审评受理。

截至本公告日，于全球上市的HER2靶点的抗体偶联药物为罗氏的Kadcyla?，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

台地区）尚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与该新药同靶点的抗体偶联药物上市。根据IQVIA� MIDASTM最新数

据 （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2017年度，

Kadcyla?于全球销售额约为8.1亿美元。

截至2018年11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已投入研发费用为人民币约7,470万元（未经审计）。

四、风险提示

根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例如I期、II期和/或III期（如适用）临床试验中均可能

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根据中国相关新药研发的法规要求， 该新药尚需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

过后方可上市。

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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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16� � � �证券简称：韩建河山 公告编号：2018-063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财政支持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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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府财政支持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人民政府“韩政发〔2018〕67号” 文件的精神，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人民

政府给予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建河山”或“公司” ）财政支持资金1000万元整，该

项资金是“为支持韩建河山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进一步提升重点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纳税能力而给予的财

政资金支持，专款专用。”

上述资金公司已收讫。

二、政府财政支持资金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年度审计尚未开始， 该项政府财政支持资金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须以审计机构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1229� � �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8-055

优先股代码：360029� � � � �优先股简称：上银优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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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五届九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12月27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12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8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18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职业经理人薪酬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会议同意实施职业经理人薪酬制度改革，以及职业经理人薪酬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配套制度、文件。

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胡友联、施红敏。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51� � � � 900938� � � � �证券简称：海航科技 海科B� � � �编号：临2018-146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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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

公告》，具体情况敬请参阅相关公告。

被冻结期间公司积极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行沟通协商，目前相关债权债务纠纷已经解决，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稳定。

截至本公告日，经相关银行核对，前述公告涉及被冻结的公司银行帐户，已经全部解除冻结。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刊物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大公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披露及公告内容以上述指定媒体为准。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股票代码：600231� � � �债券代码：122087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11凌钢债

编 号：临2018-084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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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9日,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

公司凌钢股份凌源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凌钢股份凌源再生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详见2018年8月1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18年12月26日，凌源市行政审批局出具了《注销登记核准通知书》（（凌工商）市监核注通内字

[2018]第2018016706号）,核准注销凌钢股份凌源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至此，凌钢股份凌源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注销登记手续全部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