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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
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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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6日，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林菁先生提交的《关于公司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函》，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公平，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基本情况
1、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林菁先生
提议理由：
目前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较多且股本规模相对较小，结合公司 2016 年经营
和盈利情况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为持续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
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
前提下，对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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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87,332,509 股为基数，
分配总额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 元（含税）；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提示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后股本发生变动
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林菁先生提议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是在保证公
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和投资回报的情
况下提出的，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计划、股东长期回报规划以及做出
的相关承诺，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快速成长的经营成果，实施上述利润分配预
案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
3、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情况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公司主要从事的指挥调度通信系统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具有广泛的市场空间，
是交通、国防、政府、能源等行业专用通信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发
改委、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于 2016 年联合印发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我国高速铁路网将由“四纵四横”升级为“八纵八横”，中国铁路版图将基本实现
“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到 2025 年，我国铁路网规模将
达到 17.5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 3.8 万公里），较 2015 年末的 12.1 万公里增加
44.63%。因此，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铁路建设行业还将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2016
年 1 月 1 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国防信息化装备
水平将不断提高，
“军民融合”成为国家战略层面重点推进领域，
“军民融合”将给
公司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社会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不仅交通、国防、政府、能源等公司传统优
势行业领域对指挥调度系统需求持续增长，更多的行业领域对指挥调度系统的需求
也不断凸显，这些变化都将给公司带来持续发展机会。
（2）公司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战略
经过 20 多年的积累，公司凭借自身产品与技术优势，在各个市场领域均取得
了良好的业绩增长。公司通过在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应用、云计算、智慧指挥调度、
综合视频监控、无人系统、LTE 无线宽带、防灾和应急指挥调度等技术领域的深入
探索和实践，系列产品得到了行业用户的高度认可。

随着国家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国防和
军队改革继续深化，公司将紧紧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围绕打造“智慧指挥调度产业
链”的战略进行布局，加快适应和引领行业发展新常态的步伐。通过纵向延伸业务
应用模式、横向拓展行业客户范围，全力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无人系统
等新技术的应用，不断寻求新机遇，持续为客户提供其所需的解决方案，创造新价
值和新服务，逐步朝着“互联网+行业应用”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目标迈进。
（3）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公司业务持续增长，具备持续、稳健的经营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2016 年
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29.19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 27.58%。公司预计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9,536.81
万元—11,195.39 万元，同比增长 15%- 35%。公司 2016 年度业绩预告内容详见 2017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6 年
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17-003）。综合上述财务测算，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不会超过公司未分配利润和资本公积金可分配范围。2016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的成长性相匹配。
综上所述，公司具有持续、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本次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林菁先生提出的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是
在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提出的，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结构，有利于广
大投资者参与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与公司的
成长性相匹配。
二、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1、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在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
前 6 个月内的持股变动情况
（1）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完成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新股上市工作，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长林菁先生因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 3,891,051 股，持股数及持股比例发生相应变动，变动情况如下：
公司总股本

林菁持股数

林菁持股比例（%）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前

261,015,778

39,123,000

14.99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287,332,509

43,014,051

14.97

（2）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林淑艺女士在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披露前六个月内减持股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林淑艺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合计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元/股）

（万股）

（%）

2016-10-20

25.37

337.86

1.294

2016-10-24

26.92

457.29

1.752

2016-10-25

28.60

42.71

0.164

2016-11-01

25.59

500.00

1.740

—

26.09

1,337.86

4.950

除上述股东存在股份变动外，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六个
月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监高不存在持股变动的情形。
2、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 6 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截止本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告日，公司董事会尚未收到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 6 个
月内有减持意向的通知，若触及相关减持行为，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参与讨论董事的
个人意见，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确定最终的 2016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投资者
持股比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预计
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将相应摊薄。
3、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 6 个月内，公司股份不
存在限售股解禁的情形。

4、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后 6 个月内，限售股即将
届满情况如下：
公司向深圳市航通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通智能”）原股东合
计发行 9,015,778 股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航通智能 100%股权。截至 2017 年 2 月
26 日，原股东持股将期满 24 个月，在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可解锁股份数占其
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的 33%，即 2,975,206 股。
四、其他说明
1、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林菁先生提交的《关于公
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函》后，公司董事
长林菁先生、董事郑贵祥先生、王翊女士、刘文红女士、韩江春先生、独立董事卞
师军先生、薛军先生、褚建国先生（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2 以上）对该预案
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致意见：预案与公司经营成长性相匹配，预案在保证公司
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和利益，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公司业绩稳定，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预
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
综上所述，同意该预案并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时投赞成票。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林菁先生
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
2、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对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同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时备案，防止内幕信息的泄露。
五、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林菁先生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函》；
2、公司半数以上董事签字确认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2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