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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录大恩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光运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李天舒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15,536,972,334.34 300,302,931,118.35 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901,950,313.73 27,709,476,758.94 4.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147,987,602.51 -22,678,526,718.7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83,989,073.10 1,470,703,392.42 41.70

利息收入 840,189,627.73 744,139,684.37 12.91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025,550,676.90 907,994,131.72 1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85,686,565.84 792,365,823.56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59,046,958.28 722,911,493.45 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7 2.79 降低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9 0.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9 0.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153.5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3,452,307.0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261,528.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225,294.93

所得税影响额 -10,853,086.87

合计 26,639,607.5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3,3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3,529,210,294 39.32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

司

358,248,288 3.99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

319,766,434 3.56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265,769,022 2.96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

限公司

124,314,344 1.38 无 国有法人

共青城羽绒服装创业基地

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98,175,340 1.09 质押 98,175,34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5,070,687 0.84 无 其他

黑龙江虹通运输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72,698,444 0.81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57,999,867 0.65 无 其他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57,887,306 0.64 无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529,210,294 人民币普通股 3,529,210,294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358,248,288 人民币普通股 358,248,288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319,766,434 人民币普通股 319,766,43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5,769,022 人民币普通股 265,769,022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124,314,344 人民币普通股 124,314,344

共青城羽绒服装创业基地公共服务有限公

司

98,175,340 人民币普通股 98,175,3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5,070,687 人民币普通股 75,070,687

黑龙江虹通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2,698,444 人民币普通股 72,698,44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57,999,867 人民币普通股 57,999,86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7,887,306 人民币普通股 57,887,3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全体股东中第二大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第三大股东中

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的下属成员单位，第八大股东黑龙江虹通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

全体股东中第五大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本

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2,083,989,073.10元，同比去年增加41.70%，主要系中航租赁

业务规模扩大租赁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1,163,552,063.81元，同比去年增加40.94%，主要系中航租赁

借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3.�利息支出本期发生额530,674,918.39元，同比去年增加41.02%，主要是中航财务资

金集中规模增加带来的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4.�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本期发生额38,607,887.42元，同比去年增加37.22%，主要是证券

市场行情同比较好，中航证券经济业务支出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266,056,824.15元，同比去年增加65.64%，主要是公司本部发

行超短融及贷款规模增加导致的利息支出增加。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11,147,987,602.51元，同比去年增加

50.84%，主要系中航财务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减少幅度较小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录大恩先生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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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现场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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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19年4月23日发出的会议通知，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上午9：30时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

区2号楼中航资本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

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录大恩先生主持。

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航航空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或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

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2019年度对下属特殊项目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六、听取规划发展部部长于庆伟所作《关于中航资本整体发展战略报告》

以上议案，其中第二项至第四项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关于召开股东

大会的相关事宜另行决议并公告。

特此公告。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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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对下属特殊项

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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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

赁” ）业务发展需要，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授权中航租赁

2019年度内为其全资控股的在境内外注册的特殊项目公司（以下简称“SPV公司” ）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26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从事租赁业务，其融资渠道主要为借贷资金。 为隔离风险，同

时降低融资成本、便于税务筹划，中航租赁在境内外注册成立了多家全资SPV公司（SPV公

司可涉及多层持股层级）从事单机、单船、铁路、设备的租赁业务（即租赁项目公司），中航

租赁以SPV公司为主体开展租赁业务时， 需要中航租赁对SPV公司对外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以便于SPV公司建立畅通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担保事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亦同意该担保事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019年度对下属特殊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企业为中航租赁全资控股（可涉及多层持股层级）的从事租赁业务的SPV公司。

三、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授权有效期

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的12个月。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2019年度对下属特殊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担保事项，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2019

年度预计为其下属的境内外注册的SPV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60亿元的担保， 系中航租

赁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必要担保，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SPV公司实质由中航租

赁实际控制，中航租赁为其提供担保能够保障公司利益，风险可控。 综上，我们认为中航租

赁为其下属SPV公司提供担保，其目的是满足中航租赁的租赁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SPV公

司获得低成本融资、降低税负和控制风险。 该事项符合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没有发现侵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该事项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外，公司及下属成员单位未对外提供

其他担保。 公司及下属成员单位不存在逾期担保或处于诉讼状态的担保事项，也不存在因

提供担保而导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发生损失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航资本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或授权控股子公司对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1、2018年5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美元流动资金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飞机租赁业务开展过程中对美元资金的需求，中航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赁” ）拟向口行申请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总计为10亿美元流动

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中航资本同意就上述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全额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余额不超过10亿美元。 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资本为中航租赁美元

贷款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0,157万美元。

2、2018年5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航证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

的议案》，为有效降低债券融资发行成本，中航资本同意对中航证券发行不超过15亿元的次

级债券以及不超过15亿元的公司债券事项提供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

过3年（含3年）。 截至2019年4月29日， 中航资本为中航证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90,000万元。

3、2018年5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资2018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提供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在专项计划循环期提供流动性支持，在

摊还期提供差额补足。 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所支付的差额补足资金总额累计应不超过专

项计划设立时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本金金额的70%。 该专项计划的资产服务机构为中航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 ），公司此次提供流动性支持和差额补足构成实质

性担保。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资本对该专项计划提供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的余额为

29.67亿元。

4、2017年11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资本融资担保事项的议案》，为有效

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14.8亿元人

民币贷款，并通过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融资增信。 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8,400万元。

5、2017年6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或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资本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为支持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发展，公

司或子公司向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2017年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累计担保额度不超过

80亿元,上述担保额度在实际发生完成前持续有效）。 截至2019年4月29日，公司对中航资

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余额555,833万元。

6、2017年4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

下属特殊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业务发展需要，

同意授权中航租赁2017年度内为其全资控股的在境内外注册的单机、单船特殊项目公司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进一步满足中航租赁业务发展需要，2018

年3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对下属特殊项目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授权中航租赁2018年度内为其全资控股的在境内外注册的单机、单船

特殊项目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

租赁对下属特殊项目的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904,028.45万元。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19年4月29日的对外担保、违

规担保等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事前认可函；

3、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4、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议案的意见。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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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或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

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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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或其子公司。

●担保金额：2019年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 （累计担保额度不超过100亿

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资本国际” ）为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航资本” 、“公司” ）设立的国际化投融资平台，旨在构建为以航空产业为

特色的国际化金融服务平台，为公司境内成员单位提供低成本的境外融资，并与公司境内

成员单位实现资源和业务机会共享。

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资本投资管理” ）为中航资本设

立在深圳前海自贸区的全资子公司，旨在构建以航空产业为特色的金融服务平台，更好地

实现港深联动，为公司境内成员单位协同业务提供低成本的融资。

为支持中航资本国际和中航资本投资管理的发展，公司或子公司拟向中航资本国际或

其子公司、 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2019年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20亿元人

民币（累计担保额度不超过100亿元,上述担保额度在实际发生完成前持续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担保事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亦同意该担保事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或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资本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关于审议本

议案的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将另行决议并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中航资本国际概况

企业名称：AVIC� Capital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住所：香港九龙柯士甸道西1号环球贸易广场（ICC）67楼6703-06A室

实收资本：港币866,429,745元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3月31日

公司编号：1581794

2、中航资本国际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总资产 783,336.37 433,433.17 78,577.96

总负债 680,080.68 347,040.75 513.83

所有者权益 103,255.69 86,392.42 78,064.12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总收入 34,874.12 19,981.51 2,394.29

营业利润 17,080.83 13,487.16 3,286.17

净利润 14,229.09 11,270.32 3,047.87

3、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实收资本:人民币300,000,000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8月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HWTG3D

4、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总资产 246,857.55 63,942.72 30,936.08

总负债 215,389.11 33,658.89 705.58

所有者权益 31,468.44 30,283.83 30,230.50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总收入 820.75 0 1,481.92

营业利润 1,604.80 71.12 307.64

净利润 1,184.60 53.34 230.50

三、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于2019年4月29日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或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资本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担保事项，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目的是满足公司子公司中航资本国际和中航资本投资管理的业务发展需要，

有利于其获得低成本融资，实现发展战略。 该事项符合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没有发现有侵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我们同意该事项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外，公司及下属成员单位未对外提供

其他担保。 公司及下属成员单位不存在逾期担保或处于诉讼状态的担保事项，也不存在因

提供担保而导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发生损失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航资本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或授权控股子公司对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1、2018年5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美元流动资金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飞机租赁业务开展过程中对美元资金的需求，中航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赁” ）拟向口行申请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总计为10亿美元流动

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中航资本同意就上述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全额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余额不超过10亿美元。 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资本为中航租赁美元

贷款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0,157万美元。

2、2018年5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航证券发行债券提供

担保的议案》，为有效降低债券融资发行成本，中航资本同意对中航证券发行不超过15亿元

的次级债券以及不超过15亿元的公司债券事项提供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不超过3年（含3年）。 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资本为中航证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的余额

为290,000万元。

3、2018年5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资2018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提供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在专项计划循环期提供流动性支持，在

摊还期提供差额补足。 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所支付的差额补足资金总额累计应不超过专

项计划设立时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本金金额的70%。 该专项计划的资产服务机构为中航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 ），公司此次提供流动性支持和差额补足构成实质

性担保。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资本对该专项计划提供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的余额为

29.67亿元。

4、2017年11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资本融资担保事项的议案》，为有效

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14.8亿元人

民币贷款，并通过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融资增信。 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8,400万元。

5、2017年6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或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资本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为支持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发展，公

司或子公司向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2017年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累计担保额度不超过

80亿元,上述担保额度在实际发生完成前持续有效）。 截至2019年4月29日，公司对中航资

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余额555,833万元。

6、2017年4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

下属特殊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业务发展需要，

同意授权中航租赁2017年度内为其全资控股的在境内外注册的单机、单船特殊项目公司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进一步满足中航租赁业务发展需要，2018

年3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对下属特殊项目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授权中航租赁2018年度内为其全资控股的在境内外注册的单机、单船

特殊项目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

租赁对下属特殊项目的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904,028.45万元。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19年4月29日的对外担保、违

规担保等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事前认可函；

3、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4、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议案的意见。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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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航航空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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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新兴产投” ）、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航航空产投” ）为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资本” 、

“公司” ）设立的专业化的产业投资平台，专注开展航空产业及相关新兴产业的投资业务，

拓展军工相关产业布局，落实国家军民深度融合战略、公司产业融合的发展要求。

为支持相关产业投资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中航新兴产投、中航航空产投提供担

保，2019年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 （上述担保额度在实际发生完成前持续有

效）。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担保事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亦同意该担保事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关于审议本

议案的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将另行决议并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中航新兴产投概况

企业名称：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2号中航资本大厦42层4216室

注册资本： 100,0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2年12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59235912B

2、中航新兴产投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总资产 117,728.51 106,785.68 107,637.19

总负债 17,397.30 2,039.90 1,780.39

所有者权益 100,331.21 104,745.78 105,856.80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总收入 0 0 0

净利润 17,261.71 1,264.53 833.55

3、中航航空产投概况

企业名称：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2号中航资本大厦42层4220室

注册资本： 100,0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3年4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6728196XK

4、中航航空产投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总资产 130,892.80 136,463.81 142,191.50

总负债 10,177.68 9,011.22 10,526.72

所有者权益 120,715.12 127,452.60 131,664.79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总收入 0 0 0

净利润 3,868.17 238.75 165.18

三、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于2019年4月29日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新兴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担保事项，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目的是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新兴产投和中航航空产投的业务发展需要，

有利于其获得低成本融资，实现公司发展战略。 该事项符合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没有发现有

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因此，我们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外，公司及下属成员单位未对外提供

其他担保。 公司及下属成员单位不存在逾期担保或处于诉讼状态的担保事项，也不存在因

提供担保而导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发生损失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航资本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或授权控股子公司对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1、2018年5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美元流动资金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飞机租赁业务开展过程中对美元资金的需求，中航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赁” ）拟向口行申请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总计为10亿美元流动

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中航资本同意就上述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全额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余额不超过10亿美元。 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资本为中航租赁美元

贷款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0,157万美元。

2、2018年5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航证券发行债券提供

担保的议案》，为有效降低债券融资发行成本，中航资本同意对中航证券发行不超过15亿元

的次级债券以及不超过15亿元的公司债券事项提供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不超过3年（含3年）。 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资本为中航证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的余额

为290,000万元。

3、2018年5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资2018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提供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在专项计划循环期提供流动性支持，在

摊还期提供差额补足。 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所支付的差额补足资金总额累计应不超过专

项计划设立时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本金金额的70%。 该专项计划的资产服务机构为中航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 ），公司此次提供流动性支持和差额补足构成实质

性担保。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资本对该专项计划提供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的余额为

29.67亿元。

4、2017年11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资本融资担保事项的议案》，为有效

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14.8亿元人

民币贷款，并通过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融资增信。 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8,400万元。

5、2017年6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或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资本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为支持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发展，公

司或子公司向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2017年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累计担保额度不超过

80亿元,上述担保额度在实际发生完成前持续有效）。 截至2019年4月29日，公司对中航资

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余额555,833万元。

6、2017年4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

下属特殊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业务发展需要，

同意授权中航租赁2017年度内为其全资控股的在境内外注册的单机、单船特殊项目公司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进一步满足中航租赁业务发展需要，2018

年3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对下属特殊项目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授权中航租赁2018年度内为其全资控股的在境内外注册的单机、单船

特殊项目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19年4月29日，中航

租赁对下属特殊项目的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904,028.45万元。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19年4月29日的对外担保、违

规担保等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事前认可函；

3、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4、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议案的意见。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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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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而发生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的会计准

则要求实施。 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 〔2017〕9� 号） 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对相关财务报

告中的相关科目进行了重分类和重新计量等调整。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公

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

具了同意的审议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概述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新会计准则。根据财政部通知，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新会计准则。公司作为境内上市的企业，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并按

要求修改相关科目的列报。

二、新会计准则执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开始采用财政部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

企业管理该等资产的业务模式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三大类别。取消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等原分类。权益工具投资一般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

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但该指定不可撤

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应收账款、合同资产以及

特定未提用的财务担保合同。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以替代原先的已

发生信用损失模型。 新减值模型要求采用三阶段模型，依据相关项目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

险是否发生显著增加，信用损失准备按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或者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

损失进行计提。 对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及租赁应收款存在简化方法，允许始终按照整个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确认减值准备。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公司按

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公司不进行调整。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本次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较广泛的影响。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同意的审议

意见。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并认为：公司本次主要会计政

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修订会计政策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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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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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19年4月23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资

本” 或“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14时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

园四区2号楼中航资本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

事3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创界先生主持。

经与会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一、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6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和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主要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

修订会计政策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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