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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1   证券简称：航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8-临-038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天科

技”）于 2018年 4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现对其补充更正如下： 

一、 补充“第五节 重要事项，三、承诺事项履行情况，1、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的披露内容 

在原披露内容及格式基础上，增加补充披露益圣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益圣国际”）和 Easunlux S.A.（以下简称“Easunlux

公司”）关于 IEE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and Engineering S.A.

（以下简称“IEE 公司”）和 All Circuits S.A.S.（以下简称“AC 公司”）

的业绩承诺及履行情况，相关内容如下：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益圣国际 

发行

股份

及支

付现

金购

买资

产的

交易

对方

业绩

承诺

及补

偿承

诺 

根据航天科技与益圣国际签

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AC公司 2016

年、2017年、2018 年和 2019

年各年度（如本次交易在

2016年 12月 31日前无法完

成，则利润补偿年度相应顺

延）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数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179.48 万元、人民币

4,536.36 万元、人民币

4,922.30 万元和人民币

6,357.58 万元。如实际实现

2016

年 07

月 06

日 

2016

年

-2019

年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All Circuits 

S.A.S.2017 年度实际

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

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

告》（安永华明（2018）

专字第 61308650_A04

号），AC公司 2017 年度

实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4,823.70

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

益金额为 45.27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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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数低于上述当年净

利润预测数的，则益圣国际

应按所持 Hiwinglux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向航天

科技进行补偿；若 AC公司上

述各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当年

净利润预测数，则益圣国际

无需向航天科技进行补偿。

本次补偿金额应以益圣国际

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航天科

技股票为限。 

利润为 4,778.43万元，

高于 2017年业绩承诺

4,536.36 万元，完成率

105%。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Easunlux

公司 

发行

股份

及支

付现

金购

买资

产的

交易

对方

业绩

承诺

及补

偿承

诺 

根据航天科技与 Easunlux

公司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IEE

公司 2016年、2017年、2018

年和 2019年各年度（如本次

交易在 2016年 12月 31日前

无法完成，则利润补偿年度

相应顺延）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人

民币 7,714.17万元、人民币

9,005.04 万 元 、 人民 币

10,762.04 万元和人民币

21,958.19 万元。如实际实

现的净利润数低于上述当年

净 利 润 预 测 数 的 ， 则

Easunlux 公司应按所持 IEE

公司 97%股权的交易价格向

航天科技进行补偿；若 IEE

公司上述各年度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数大于或等

于当年净利润预测数，则

Easunlux 公司无需向航天

科技进行补偿。本次补偿金

额应以 Easunlux 公司通过

本次重组取得的航天科技股

票和现金为限。 

2016

年 07

月 06

日 

2016

年

-2019

年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IEE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and 

Engineering S.A.2017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

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专

项审核报告》（安永华明

（2018）专字第

61308650_A03号），IEE

公司 2017年度实际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9,211.76万元，其

中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51.55 万元，本次募集

资金的影响-125.14 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和本次募集资金的影响

后净利润为 9,285.35

万元，高于 2017 年业绩

承诺 9,005.04万元，完

成率 103%。 

二、 更正及补充“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5、应收账款，（4）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

款情况”的披露内容 

经公司核查，年报中披露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合计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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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计算错误，该统计数据的变化对年报其他财务数据不产生影响。

补充披露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的欠款方名称、期末余额、占应收

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原披露内容： 

本公司本年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

为 153,992,950.00元，占应收账款年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 14.23%，

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年末余额汇总金额为 415,361.30 元。 

更正及补充后内容： 

公司按欠款方归集前五名应收账款总额约 1.48 亿元，明细如下

表所示：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元） 占应收账款合计的比例（%） 坏账准备（元）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54,864,047.36 5.07 274,320.24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28,208,212.74 2.61 141,041.06 

Autoliv Corp. 22,554,968.35 2.08  

DURA LA TALAUDIERE 21,412,387.83 1.98  

UK Grid Solutions Ltd 20,877,619.28 1.92 98,478.66 

合   计 147,917,235.56 13.66 513,839.96 

除上述补充更正披露情况外，原报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就上述

补充更正披露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