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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商品

海南一卡通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10.00 - 不适用

海南新生飞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1.00 31.22 不适用

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50.00 1,301.69 不适用

海南海岛一卡通支付网络有限公司 1.00 - 不适用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7 不适用

海航货运有限公司 43.72 不适用

海航进出口有限公司 581.71 不适用

海航通信有限公司 116.13 不适用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78.70 不适用

海南博鳌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0.78 不适用

海南海航航空进出口有限公司 611.39 不适用

海南海航日月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6.67 不适用

海南海航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36.48 不适用

海南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58.76 不适用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1,662.75 不适用

海南新国宾馆有限公司 10.65 不适用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447.34 不适用

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57.26 不适用

宜昌三峡机场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38.07 不适用

霍尔果斯航能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0.08 不适用

小计 6,272.00 5,105.36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三亚凤凰机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90.00 849.06 不适用

海南海航日月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600.00 413.32 不适用

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85.00 316.23 不适用

广州市潮市场经营有限公司 650.00 - 不适用

成都海航基础投资有限公司 2,187.00 1,296.55 不适用

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0.00 36.79 不适用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19,000.00 11,952.66 不适用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6,065.00 31,302.36 不适用

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15.00 - 不适用

海南航旅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57.00 223.60 不适用

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9.00 32.45 不适用

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58.00 2,430.29 不适用

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50 403.75 不适用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4,013.24 不适用

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20.00 34.85 不适用

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0.50 0.20 不适用

海航航空技术（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0.50 1.59 不适用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7,000.00 10,070.29

预计将发生天津海航建筑设

计的设计费因未达到结算条

件，未确认收入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3,267.00 4,857.37 不适用

海航货运有限公司 110.00 46.77 不适用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330.00 632.09

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6,107.42 不适用

金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367.00 1,048.56 不适用

香港航空有限公司 610.00 765.53 不适用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956.00 1,813.92 不适用

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668.00 942.22 不适用

三亚海航金鹿公务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

司

1,750.00 2,127.85 不适用

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37.00 57.41 不适用

扬子江经纪保险有限公司 54.00 - 不适用

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 701.28 不适用

湖北海航通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 不适用

海南海航美兰临空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80.00 - 不适用

保亭海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 1,990.52 不适用

昆明扬子江置业有限公司 248.50 227.04 不适用

北京东方京海投资有限公司 21.00 929.30 不适用

苏州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301.00 171.99 不适用

唐山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3.00 622.82 不适用

北京慈航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00 - 不适用

杭州海航绿城置业有限公司 53.00 - 不适用

苏州亿城翠城地产有限公司 109.00 169.81 不适用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29.50 2,166.75 不适用

海南数据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7.00 583.96 不适用

海南博鳌通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 - 不适用

海南一卡通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00 - 不适用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6,600.00 788.88 不适用

三亚新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5,000.00 24.67

因对方单位停工原因，预计

与实际存在差异

亿城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310.00 - 不适用

杭州华庭云栖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285.00 - 不适用

海航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9.00 26.11 不适用

海南绿海热带森林博览园有限公司 17,000.00 2,929.82

因对方单位停工原因，预计

与实际存在差异

五指山海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800.00 - 不适用

上海大新华雅秀投资有限公司 10.00 - 不适用

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321.00 99.92 不适用

天津宁河通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46.00 58.15 不适用

咸阳蓝海临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 - 不适用

北京海创百川创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5.00 - 不适用

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54.00 - 不适用

海南博鳌海航通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1.00 26.80 不适用

海南易食食品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65.00 4.72 不适用

海南国兴南海佛学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5.00 - 不适用

海南第一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400.00 198.15 不适用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60.00 905.06 不适用

海航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550.00 1,220.77 不适用

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00.00 53.62 不适用

长春海航投资有限公司 13.00 - 不适用

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91.00 968.37 不适用

天津华宇股份有限公司 8.00 - 不适用

山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32.00 - 不适用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00 - 不适用

海南旅控会展开发有限公司 193.00 2,164.77 不适用

海南海航海免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三亚分

公司

40.00 - 不适用

海航生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9.00 - 不适用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4.00 8.01 不适用

宝鸡商场有限公司 1.00 - 不适用

北京养正投资有限公司 41.00 149.61 不适用

新华昊宇文化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63.59 不适用

安途商务旅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 23.65 不适用

北京慈航惠泽医药有限公司 - 6.30 不适用

北京海航珺府投资有限公司 - 10.19 不适用

北京科航投资有限公司 - 2.11 不适用

北京美汇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 23.89 不适用

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7.50 不适用

北京优联耳鼻喉医院有限公司 - 265.24 不适用

北京优联美汇健康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 51.38 不适用

北京优联美汇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22.15 不适用

北京优联医院有限公司 - 97.20 不适用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68.03 不适用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 46.32 不适用

澄迈海航金龙高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 44.65 不适用

澄迈生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9.30 不适用

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 444.73 不适用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15.86 不适用

海航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 81.85 不适用

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 1.64 不适用

桂林航空有限公司 - 445.70 不适用

海航创新科技研究有限公司 - 4.12 不适用

海航飞翔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 0.64 不适用

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 636.22 不适用

海航航空技术（云南）有限责任公司 - 15.07 不适用

海航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 192.37 不适用

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67.52 不适用

海航集团工会委员会 - 2.00 不适用

海航教育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 92.57 不适用

海航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 12.65 不适用

海航进出口有限公司 - 15.94 不适用

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0.21 不适用

海航旅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 0.94 不适用

海航旅游管理控股有限公司 - 0.71 不适用

海航旅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79.00 不适用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 178.68 不适用

海航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 0.41 不适用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 16.01 不适用

海航速运（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 54.05 不适用

海航通航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6.96 不适用

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38.76 不适用

海航医生（北京）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 1.26 不适用

海航云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 76.01 不适用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 190.87 不适用

海免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有限公司 - 308.52 不适用

海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 21.70 不适用

海南博鳌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 94.78 不适用

海南财富海湾置业有限公司 - 1,504.40 不适用

海南慈航国际医院有限公司 - 3.73 不适用

海南大集城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25.58 不适用

海南福顺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 47.40 不适用

海南格纳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9.42 不适用

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38.80 不适用

海南供销大集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0.85 不适用

海南供销大集酷铺商贸有限公司 - 16.05 不适用

海南国康投资有限公司 - 329.63 不适用

海南海创百川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14.53 不适用

海南海岛一卡通支付网络有限公司 - 0.92 不适用

海南海航财务共享服务代理有限公司 - 94.45 不适用

海南海航海免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 43.45 不适用

海南海航汉莎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 17.90 不适用

海南海航航空进出口有限公司 - 13.30 不适用

海南海航航空销售有限公司 - 0.80 不适用

海南海航经济研究院 - 59.42 不适用

海南海航临港投资有限公司 - 186.72 不适用

海南海航免税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 0.06 不适用

海南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 85.90 不适用

海南海航斯提斯喷涂服务有限公司 - 36.52 不适用

海南海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15.98 不适用

海南海航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 25.77 不适用

海南海航中免免税品有限公司 - 795.97 不适用

海南海航自强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11.80 不适用

海南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 92.34 不适用

海南航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0.06 不适用

海南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有限责任公司 - 363.18 不适用

海南美兰海航酒店有限公司 - 18.68 不适用

海南美兰机场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 412.44 不适用

海南美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1,195.78 不适用

海南启德盈慧贸易有限公司 - 17.55 不适用

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 10.40 不适用

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 - 990.92 不适用

海南通汇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 2.46 不适用

海南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 - 2.73 不适用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 873.76 不适用

海南西岭休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 1,958.04 不适用

海南小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 不适用

海南新生飞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0.13 不适用

海南信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3.32 不适用

海南洋浦金海钢构有限公司 - 0.00 不适用

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33.69 不适用

海南英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2,508.37 不适用

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88.24 不适用

海南智慧口岸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 - 5.08 不适用

湖北华宇临空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 270.29 不适用

黄海丝路财富投资管理（青岛）有限公司 - 5.53 不适用

金鹿（北京）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 5.66 不适用

聚宝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 14.72 不适用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0.14 不适用

宁夏供销大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3.70 不适用

瑞港国际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5,785.81 不适用

三亚凤凰机场快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87.10 不适用

三亚海航欢乐天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 不适用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 431.77 不适用

三亚湾海景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 141.41 不适用

陕西海航金鹿公务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

司

- 38.21 不适用

陕西海航思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 0.23 不适用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 0.10 不适用

陕西长安海航之星宾馆有限公司 - 330.09 不适用

上海尚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470.09 不适用

深圳前海航空航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 0.52 不适用

深圳天海认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 6.20 不适用

沈阳新惠通物联网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 157.51 不适用

苏州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113.21 不适用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 3.42 不适用

天津海航绿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21.09 不适用

天津航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 2.28 不适用

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 16.86 不适用

天津燕山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5.89 不适用

天津云商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12.86 不适用

天津中亿渤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93.47 不适用

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 13.61 不适用

文昌迎宾馆有限公司 - 80.10 不适用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565.48 不适用

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 - 14.53 不适用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 33.21 不适用

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 54.61 不适用

新生支付有限公司 - 2.44 不适用

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 0.75 不适用

宜昌三峡机场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 42.87 不适用

云南通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43.10 不适用

长春赛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 700.39 不适用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 3.30 不适用

镇江赫耳墨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11.01 不适用

重庆江南机场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707.67 不适用

尊捷（三亚）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 2.04 不适用

海南海岛建设物流有限公司 - 2,096.32 不适用

海南高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2,437.00 不适用

贵州海航酒业有限公司 - 66.76 不适用

海南海岛航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496.28 不适用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 37.98 不适用

鲲翎金融（陕西）集团有限公司 - 0.01 不适用

霍尔果斯航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 6.83 不适用

广东兴华实业有限公司 - 22.79 不适用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 15.22 不适用

小计 186,216.50 130,245.43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5,930.00 2,352.29 不适用

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500.00 7,287.68 不适用

海南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0.00 29.01 不适用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分公司 7.50 - 不适用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1.00 0.86 不适用

海南一卡通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 不适用

海南一卡通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分公司

3,265.00 - 不适用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314.00 - 不适用

海航货运有限公司 43.00 76.93 不适用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 20,048.01 不适用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6,000.00 4,897.28 不适用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2,842.29 不适用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944.00 2,133.41 不适用

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5.50 3.12 不适用

三亚凤凰机场快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315.00 - 不适用

三亚汉莎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141.00 - 不适用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4,376.54 不适用

金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277.50 不适用

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2,096.30 不适用

扬子江经纪保险有限公司 100.00 - 不适用

海航基础股份有限公司 4.00 - 不适用

湖北海航通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50.00 - 不适用

天津市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500.00 2,545.42 不适用

海南一卡通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分公司

900.00 - 不适用

安途商务旅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3.00 6.94 不适用

海航进出口有限公司 8.00 14.69 不适用

海南海岛一卡通支付网络有限公司 0.50 84.26 不适用

海南新生飞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50 - 不适用

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香港商服） 1.00 - 不适用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 2.78 不适用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00 262.33 不适用

海南艾翰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5.50 5.35 不适用

霍尔果斯航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71.00 5.77 不适用

海航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15,000.00 9,621.49 不适用

北京优联美汇门诊部有限公司 - 7.58 不适用

桂林航空有限公司 - 0.39 不适用

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 95.83 不适用

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58.00 不适用

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64.97 不适用

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 - 15.39 不适用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 0.06 不适用

海南宝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4.69 不适用

海南财富海湾置业有限公司 - 10.87 不适用

海南海航国际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6.66 不适用

海南海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1.22 不适用

海南海航自强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 10.24 不适用

海南兴隆温泉康乐园有限公司 - 2.60 不适用

瑞港国际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2.86 不适用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2,167.20 不适用

天津云商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19.46 不适用

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8.69 不适用

霍尔果斯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 66.32 不适用

小计 106,922.50 61,446.97

关联租赁

海南美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4,503.00 6,777.80 不适用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09.00 311.78 不适用

海南海航日月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4,800.00 24,924.73 不适用

海南一卡通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2.00 - 不适用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83.00 108.49 不适用

海南数据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90.00 2,615.20 不适用

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285.00 283.20 不适用

海航教育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50 - 不适用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0 8.65 不适用

海南供销大集酷铺商贸有限公司海口分

公司

19.50 - 不适用

海南美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希尔顿酒店

分公司

88.00 - 不适用

海南兴隆温泉康乐园有限公司 34.00 - 不适用

北京喜乐航科技有限公司 21.00 - 不适用

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46.00 159.17 不适用

海航货运有限公司 12.00 1.90 不适用

海南海航航空销售有限公司 121.00 - 不适用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9.00 - 不适用

海南航旅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114.00 - 不适用

三亚新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6.50 - 不适用

海航基础股份有限公司 3.00 - 不适用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143.00 17.95 不适用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5.50 - 不适用

海南一卡通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分公司

217.00 - 不适用

香港航空有限公司 25.00 - 不适用

海南海航海免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三亚分

公司

218.00 - 不适用

三亚凤凰机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920.00 4,879.61 不适用

海南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凤凰机场营

业部

25.00 - 不适用

安途商务旅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45.00 21.92 不适用

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80.00 83.33 不适用

宜昌三峡机场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1.00 - 不适用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 不适用

吉林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00.00 992.98 不适用

陕西海航思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0.00 - 不适用

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6 不适用

海航教育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2 不适用

海航云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6,875.13 不适用

海南供销大集酷铺商贸有限公司 19.10 不适用

海南海航海免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5.15 不适用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44.04 不适用

新生支付有限公司 14.30 不适用

海口航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0.91 不适用

海免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有限公司 146.62 不适用

小计 44,716.80 48,326.73

接受关联人委托

代为销售其产

品、商品

海航进出口有限公司 7.00 - 不适用

小计 7.00 -

其他

海航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 - 不适用

海南英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88.91 88.91

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80 88.91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4.30 不适用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125.58 不适用

长春赛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306.35 不适用

小计 1.00 547.94

总计 402,178.20 248,336.23

2、海南海建工程管理总承包有限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年度预计合同金额（万

元）

2018年度实际签订合同金额（万

元）

EPC项目合同

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4,000.00 -

海航通航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16.00 -

海南第一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45,787.76 46,247.19

海南航空武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6,752.00 36,752.00

航旅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 -

航旅海南易食食品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78,156.00 -

黑龙江省新合作置业有限公司 51,555.25 51,958.13

昆明扬子江置业有限公司 65,682.60 66,975.15

陕西长安航空旅游有限公司 67,400.00 -

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 10,558.00 1,410.84

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2,519.00 22,519.12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

长安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92,000.00 -

小计 528,126.61 225,862.43

委托代建合同

海航通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2.26 102.26

供销大集天津分公司 104.16 104.16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21.21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141.16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329.32

营口机场有限公司 24.41

贵州海航怀酒酒业有限公司 69.70

小计 206.42 2,092.22

商贸业务合同

黑龙江省新合作置业有限公司 403.85 403.85

小计 403.85 403.85

总计 528,736.88 228,358.50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万元）

截至2019年3月31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商品

海南新生飞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31.22 - 31.22

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8.05 2.16 1,301.69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0 1.41 1.97

海航货运有限公司 15.50 7.61 43.72

海航进出口有限公司 489.75 57.28 581.71

海航通信有限公司 116.13 - 116.13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78.70 - 78.70

海南博鳌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 - 0.78

海南福顺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0.10 0.09 -

海南海航航空进出口有限公司 640.75 296.50 611.39

海南海航日月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 - 26.67

海南海航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33.34 26.24 36.48

海南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60.00 6.38 58.76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45.00 42.04 1,662.75

海南新国宾馆有限公司 - - 10.65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447.34 - 447.34

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 - 57.26

宜昌三峡机场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9.00 - 38.07

霍尔果斯航能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 - 0.08

宜昌市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8.00 5.48 -

小计 2,754.39 445.18 5,105.36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5.00 4.05 3.55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0.08 - 0.09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11 3.45 6.39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4.14 11.12 23.77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270.66 103.22 338.32

海南全球教育医疗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4 - 1.30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5.00 4.56 2.43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0.29 0.29 0.24

海南航旅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2.71 - 3.39

三亚新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18.80 - 148.50

天津中亿渤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3 - 1.29

海南海岛一卡通支付网络有限公司 3.40 1.50 -

武汉海航华之旅商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79 - 8.49

海航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3.84 3.42 17.30

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1.25 - 14.06

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11 - 1.39

瑞港国际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 - 1,949.55

海南福顺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35 - 1.69

海南英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64.86 - 81.08

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9 1.09 0.59

安途商务旅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24 - 12.80

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12 0.25 0.17

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1.58 - 1.97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8.32 2.80 0.26

海航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6.00 5.47 3.73

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95 - 2.43

海南珺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99 - 3.74

海南美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2.73 - 15.91

海南兴隆温泉康乐园有限公司 15.05 - 18.82

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0.45 0.14 0.56

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04 0.76 -

小计 2,701.10 142.12 2,663.8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海南海航日月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446.38 - 413.32

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3.98 51.06 316.23

成都海航基础投资有限公司 1,387.03 320.26 1,296.55

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10.37 4.93 36.79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12,501.42 1,641.49 11,952.66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306.71 5,197.03 31,302.36

海南航旅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48.58 3.73 223.60

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 32.45

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2,624.64 991.39 2,430.29

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28.64 95.87 403.75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4,214.27 768.95 4,013.24

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32.55 - 34.85

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0.04 0.04 0.20

海航航空技术（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1.75 0.53 1.59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8,435.56 607.31 10,070.29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5,079.00 987.97 4,857.37

海航货运有限公司 50.34 32.46 46.77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663.70 57.99 632.09

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5,340.69 604.40 6,107.42

金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936.93 175.55 1,048.56

香港航空有限公司 803.86 116.91 765.53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337.83 639.27 1,813.92

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008.50 212.81 942.22

三亚海航金鹿公务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2,234.24 1,070.57 2,127.85

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71.65 16.20 57.41

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3.27 122.64 701.28

保亭海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 - 1,990.52

昆明扬子江置业有限公司 - - 227.04

北京东方京海投资有限公司 1,003.64 - 929.30

苏州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40.00 35.38 171.99

唐山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35.54 96.33 622.82

苏州亿城翠城地产有限公司 - - 169.81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1,343.74 482.18 2,166.75

海南数据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26.29 85.29 583.96

海南博鳌通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87 - -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989.61 223.45 788.88

三亚新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26.60 12.12 24.67

海航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 26.11

海南绿海热带森林博览园有限公司 4.89 - 2,929.82

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 99.92

海南博鳌海航通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26.80

海南易食食品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5.10 2.00 4.72

海南第一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106.00 27.09 198.15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2.92 22.55 905.06

海航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40.79 40.52 1,220.77

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57.91 - 53.62

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 968.37

海南旅控会展开发有限公司 475.67 110.99 2,164.77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8.00 7.11 8.01

北京养正投资有限公司 13.61 - 149.61

新华昊宇文化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44.95 - 63.59

安途商务旅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5.54 6.70 23.65

北京慈航惠泽医药有限公司 6.81 - 6.30

北京海航珺府投资有限公司 15.00 14.62 10.19

北京科航投资有限公司 2.28 - 2.11

北京美汇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5.80 6.19 23.89

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90 - 17.50

北京优联耳鼻喉医院有限公司 286.46 63.37 265.24

北京优联美汇健康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55.49 15.26 51.38

北京优联美汇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92 - 22.15

北京优联医院有限公司 104.98 34.35 97.20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73.47 33.39 68.03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50.02 22.66 46.32

澄迈海航金龙高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48.22 10.34 44.65

澄迈生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5 - 9.30

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480.31 104.69 444.73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7.12 7.24 15.86

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77 - 1.64

桂林航空有限公司 492.76 47.99 445.70

海航创新科技研究有限公司 4.45 - 4.12

海航飞翔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0.71 - 0.64

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439.40 107.00 636.22

海航航空技术（云南）有限责任公司 16.27 3.44 15.07

海航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77.90 54.88 192.37

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72.92 12.64 67.52

海航集团工会委员会 2.16 0.70 2.00

海航教育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99.98 0.18 92.57

海航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13.66 7.74 12.65

海航进出口有限公司 17.21 2.74 15.94

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22 - 0.21

海航旅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02 - 0.94

海航旅游管理控股有限公司 0.76 - 0.71

海航旅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5.32 0.55 79.00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192.97 -32.65 178.68

海航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0.44 - 0.41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7.29 10.06 16.01

海航速运（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58.38 8.81 54.05

海航通航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7.51 - 6.96

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00 43.54 38.76

海航医生（北京）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1.36 - 1.26

海航云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1.52 - 76.01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137.55 -3.90 190.87

海免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有限公司 333.20 84.06 308.52

海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23.44 5.46 21.70

海南博鳌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102.36 17.35 94.78

海南财富海湾置业有限公司 2,462.20 - 1,504.40

海南慈航国际医院有限公司 4.02 1.44 3.73

海南大集城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7.62 12.56 25.58

海南福顺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1.19 - 47.40

海南格纳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17 6.69 9.42

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1.90 20.03 38.80

海南供销大集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92 - 0.85

海南供销大集酷铺商贸有限公司 17.33 - 16.05

海南国康投资有限公司 - - 329.63

海南海创百川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69 - 14.53

海南海岛一卡通支付网络有限公司 0.99 5.66 0.92

海南海航财务共享服务代理有限公司 102.00 19.02 94.45

海南海航海免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46.92 8.65 43.45

海南海航汉莎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19.33 4.10 17.90

海南海航航空进出口有限公司 14.36 - 13.30

海南海航航空销售有限公司 0.87 - 0.80

海南海航经济研究院 64.17 - 59.42

海南海航临港投资有限公司 201.66 -79.00 186.72

海南海航免税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0.06 - 0.06

海南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92.77 28.57 85.90

海南海航斯提斯喷涂服务有限公司 39.45 11.77 36.52

海南海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26 10.27 15.98

海南海航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27.83 6.46 25.77

海南海航中免免税品有限公司 424.58 113.21 795.97

海南海航自强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12.74 4.03 11.80

海南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99.73 7.68 92.34

海南航空武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 -

海南航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07 - 0.06

海南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有限责任公司 392.24 94.27 363.18

海南美兰海航酒店有限公司 20.17 1.56 18.68

海南美兰机场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445.44 78.94 412.44

海南美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42.77 - 1,195.78

海南启德盈慧贸易有限公司 18.95 - 17.55

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11.23 3.43 10.40

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 1,070.20 193.31 990.92

海南通汇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66 0.95 2.46

海南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 2.95 0.10 2.73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943.66 - 873.76

海南西岭休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114.68 861.44 1,958.04

海南小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 -

海南新生飞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4 - 0.13

海南信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59 1.66 3.32

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36.39 - 33.69

海南英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709.04 927.91 2,508.37

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95.30 - 88.24

海南智慧口岸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 5.49 - 5.08

湖北华宇临空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291.92 21.62 270.29

黄海丝路财富投资管理（青岛）有限公司 5.97 3.82 5.53

金鹿（北京）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3.77 3.77 5.66

聚宝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5.90 - 14.72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16 - 0.14

宁夏供销大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0 12.72 3.70

瑞港国际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08.67 1,405.99 5,785.81

三亚凤凰机场快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87.97 11.37 87.10

三亚海航欢乐天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203.67 -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237.22 44.54 431.77

三亚湾海景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152.72 - 141.41

陕西海航金鹿公务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39.58 - 38.21

陕西海航思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0.25 - 0.23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0.11 - 0.10

陕西长安海航之星宾馆有限公司 356.50 71.68 330.09

上海尚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50.00 - 470.09

深圳前海航空航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0.56 - 0.52

深圳天海认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6.69 - 6.20

沈阳新惠通物联网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170.11 - 157.51

苏州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113.21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7.00 6.94 3.42

天津海航绿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2.77 - 21.09

天津航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5.00 4.63 2.28

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8.21 - 16.86

天津燕山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36 - 5.89

天津云商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0.50 0.33 12.86

天津中亿渤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95 18.80 93.47

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4.70 7.07 13.61

文昌迎宾馆有限公司 86.51 14.21 80.10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610.72 289.87 565.48

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 207.00 49.80 14.53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643.00 66.42 33.21

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58.98 - 54.61

新生支付有限公司 2.63 - 2.44

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0.81 0.38 0.75

宜昌三峡机场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16.50 11.23 42.87

云南通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46.55 10.83 43.10

长春赛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756.42 170.58 700.39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3.57 0.71 3.30

镇江赫耳墨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89 7.50 11.01

重庆江南机场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 707.67

尊捷（三亚）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2.20 - 2.04

海航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158.42 0.08 81.85

海南洋浦金海钢构有限公司 0.00 - 0.00

杭州海航绿城置业有限公司 - - -

唐山三女河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 3.16 -

小计 112,980.48 20,340.20 124,159.0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475.87 - 2,352.29

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79.64 204.66 7,287.68

海南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34.38 5.70 29.01

海航货运有限公司 34.00 14.89 76.93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3,405.22 6,877.46 20,048.01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5,263.68 0.01 4,897.28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630.00 585.46 2,842.29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171.70 258.25 2,133.41

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3.19 0.06 3.12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7,022.62 1,522.00 4,376.54

金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 277.50

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921.00 294.92 2,096.30

天津市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0.00 - 2,545.42

安途商务旅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18 0.28 6.94

海航进出口有限公司 8.30 - 14.69

海南海岛一卡通支付网络有限公司 84.26 9.77 84.26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0 0.83 2.78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62.33 33.32 262.33

海南艾翰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3.00 - 5.35

北京优联美汇门诊部有限公司 8.26 - 7.58

桂林航空有限公司 0.43 - 0.39

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 - 95.83

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 58.00

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4.97 - 64.97

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 20.00 - 15.39

海南宝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00 17.27 4.69

海南财富海湾置业有限公司 11.96 - 10.87

海南海航国际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56 - 6.66

海南海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2 - 1.22

海南海航自强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10.24 - 10.24

海南兴隆温泉康乐园有限公司 2.60 - 2.60

瑞港国际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 - 2.86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167.22 549.00 2,167.20

天津云商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 19.46

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 - 8.69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3.82 3.82 0.86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 - 0.06

霍尔果斯航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 - 5.77

海航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 - 9,621.49

小计 46,335.64 10,377.70 61,446.97

关联租赁

海南美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186.96 1,696.74 6,777.80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43.74 56.53 311.78

海南海航日月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7,042.51 4,185.17 24,924.73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2.69 0.60 108.49

海南数据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745.96 653.80 2,615.20

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 - 283.20

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5.45 - 159.17

海航货运有限公司 - - 1.90

三亚凤凰机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 - 4,879.61

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83.33 22.62 83.33

吉林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4.00 248.99 992.98

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3.46

海航教育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1.32

海航云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22.00 18.87 6,875.13

海南供销大集酷铺商贸有限公司 20.06 5.29 19.10

海南海航海免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6.90 - 35.15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503.28 125.82 44.04

新生支付有限公司 - - 14.30

小计 40,836.89 7,014.42 48,130.68

其他

海航进出口有限公司 - -

海航思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2.88 1.22 24.30

海南英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 - 88.9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32.70 - -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8.10 3.82 125.58

长春赛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306.35 76.90 306.35

小计 1,860.03 81.94 545.14

总计 207,468.53 38,401.56 242,050.99

2、海南海建工程管理总承包有限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合同金额（万

元）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签订的合同金额（万

元）

上年实际签订的金额（万

元）

EPC

项目

武汉海航蓝海临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1,877.74 - -

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0,126.21 - -

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8,604.67 - -

大连大集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56,805.53 - -

潍坊南苑机场有限公司 6,333.61 - -

重庆江南机场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9,640.57 - -

小计 283,388.33 - --

委托代建

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 --

航旅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 -

陕西长安航空旅游有限公司 800.00 - -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 --

小计 2,300.00 - --

总计 285,688.33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营业范围 住所

1

海南美莎酒

店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李润江 408

酒店管理，住宿、餐饮、会议会展服务（不含旅行社业务），复印，

打印，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劳务服务，票务代理，洗衣保洁服

务，洗车及停车收费，提供健身房、儿童娱乐设施、棋牌、桌球、游

泳池服务，美容美发，桑拿水疗，商场铺面出租，设备租赁，汽车租

赁及销售，烟、酒类、预包装食品、工艺品及旅游纪念品、日用百

货、服装的销售。

海口市美兰区国

兴大道7号新海航

大厦15层

2

海南一卡通

物业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三亚分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

公司分公司

(非上市)

陈启龙 未公开

物业管理,餐饮服务,清洗服务,室内外装修(仅限办证使用 ),日用

百货销售,场地租赁,停车场服务,房屋租赁代理,工程设备维修

及维护,家政服务,网上粮油食品、副食品、水果、土特产品、蔬菜

类产品、定型包装食品及饮料、茶叶、酒、特产类产品,旅游类产

品、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制品、皮革制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

机械电子设备、日用百货、母婴产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轻纺制

品、服装鞋帽的销售,电梯的维修和养护。

三亚市三亚湾路

220号海航花园5

号楼

3

洋浦国兴工

程建设有限

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王敏 675,000

工程总承包;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医疗器材、家具、电

器、布草、日用百货、工艺品、办公设备、建筑材料销售;招标代理;

工程采购与销售;工程项目管理与咨询,建筑工程;地基与基础工

程;土石方工程;建筑设备租赁;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图文制作;

防水材料和涂料的施工,机场登机桥、航空地面设备、机场机电设

备产品、机场专用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各类消防产品、汽车配件、

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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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浦保税港区瀚

洋路D15-1-1

4

海南海航商

务服务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高建 500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代订酒店、机票、

景区门票，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国（境）签证代理，翻

译服务，职业技能培训，代办公证、认证手续，信息技术开发、咨询

服务，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床上用品、化妆品、玩具、工艺品、食品

的销售及网上销售，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劳务

承包服务，职业介绍，代理招聘，就业指导及人才培训服务，教育

培训项目策划，人才测评，人事代理服务，留学信息咨询，商标代

理服务。

海南省海口市美

兰区国兴大道7号

海航大厦25层东

区

5

海航思福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琼海分

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

公司分公司

(非上市)

李儒江 未公开

汽车租赁，汽车维修服务，汽车安保（GPS追踪服务），车辆上牌、

办证、过户、年检代理、自驾车旅游咨询，保险代理，会议接待用车

（不含旅行社业务），商务服务，机动车检测服务，汽车美容，汽车

零配件的销售，道路旅客运输，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

告业务。

海南省琼海市嘉

积镇爱华东路新

天地阳光城

19#106号商铺

6

渤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分

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非上

市)

傅宇 未公开

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分红型保险；万能型保险以及经总公司授权并向当地监管部

门报备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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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自贸试验区

(空港经济区)环河

北路76号空港商

务园西区7号楼

601室

7

海南海航日

月广场商业

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席伟 5,000

日用百货、纺织品、办公用品、洗涤用品、家具、玩具、灯具、五金工

具、五金交电、家用电器、通讯器材、工艺品、服装、箱包、鞋帽、皮

革用品、珠宝首饰(包括金银)、烟草制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各类食品饮料(包括糖、酒、水果、农副食品、预包装食品、散装

食品 )、文体用品、音响用品、书刊、电子出版读物、计算机及其配

件、钟表眼镜、汽车及其配件、摩托车及配件、电动自行车及其配

件、自行车及其配件、农机配件、一类医疗器械及非许可类二类医

疗器械、金属材料、装饰材料、化妆品、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 )、酒

店用品、绿植、棋牌设备的销售,餐饮服务、儿童乐园、咖啡吧、电

子商务信息咨询、商铺出租、自有房屋租赁、商场管理、物业服务、

停车管理、汽车租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

文化创意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策划创意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家用电器安装维修服务、电影院及夜总会、理疗、桑拿、美

发、美容的经营。

海南省海口市琼

山区国兴大道8号

海航日月广场

8

海航思福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

公司(非上市)

杨爱国 18,400

汽车租赁，豪华巴士运输服务，汽车维修服务，汽车安保（GPS追

踪服务），汽车零配件的销售，车辆上牌、办证、过户、年检代理、自

驾车旅游咨询，二手车交易，保险代理，会议接待用车（不含旅行

社业务），商务服务，机动车检测服务，投资信息咨询，设计、制作、

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网络科技信息咨询，会议会展服务

（不含旅行社业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汽车美容，绿化工程，园

林设计，小花卉及各种苗木生产经营及销售，蓄牲（奶蓄除外）养

殖及销售，水产养殖及销售，进出口贸易，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

机动车驾驶服务，代驾服务，代订酒店，票务服务，为电动汽车提

供充电服务，停车场服务，充电设施网络工程设计、安装及租赁，

劳务派遣，道路旅客运输，土地租赁，机动车驾驶考场的建设及运

营、管理。

海口市蓝天路168

号

9

海航股权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胡瑞妹 13,268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企业资产管理与咨询；投资财务顾问；股权

投资、实业投资；高尔夫球会的投资与管理；赛事组织与策划；市

场销售策划；高尔夫球会管理咨询服务；品牌的加盟与输出；球场

规划、设计、建造、施工和监理；种植业；养殖业；进出口贸易；旅游

信息咨询；旅游项目开发；互联网信息咨询；机票代理；图书、首

饰、食品、工艺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

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家具、建筑材料的销售；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会议会展服务；摄影扩印服

务。

海口市美兰区国

兴大道7号新海航

大厦15层

10

海航教育医

疗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张玭 1,000,000

健康医疗产业投资，教育产业投资，健康咨询服务，医疗信息咨询

服务，教育咨询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服务，技术推广服务，企业营

销策划与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及展示活动，会

议服务，文化艺术培训，计算机培训，语言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企

业管理培训，教育器材代理与销售，日用品销售，电子产品代理与

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代理与销售，纺织品销售，化

妆品代理与销售，文具用品销售，钟表眼镜零售，预包装食品销

售，消毒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保健食品销售，其他食品

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医疗器械I类销售，医疗用品零售，货物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耳鼻喉科医疗服务。

海南省海口市美

兰区国兴大道7号

海航大厦22楼

11

海南航空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上

市)

谢皓明 1,218,218

国际、国内(含港澳)航空客货邮运输业务;与航空运输相关的服务

业务;航空旅游;机上供应品,航空器材,航空地面设备及零配件

的生产;候机楼服务和经营;保险兼业代理服务 (限人身意外险 )。

(以上凡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须凭许可证经营)

中国海南省海口

市国兴大道7号海

航大厦

12

联讯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

公司

徐刚 312,617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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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江北东江

三路55号广播电

视新闻中心西面

一层大堂和三、四

层。

13

海南供销大

集酷铺商贸

有限公司海

口分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分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陈剑刚 未公开

谷物批发、种子销售、饲料批发、牲畜批发、农牧产品批发及零售、

蜂蜜、蜂王浆、蜂胶、蜂花粉、竹凉席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食品

销售、果品及蔬菜销售、非酒精饮料及茶叶批发、乳制品批发、散

装食品销售、瓶（罐）装饮用水批发、直饮水的销售、冷冻食品销

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图书批发、

报刊批发、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饰品批发、文化用品批

发、办公用品批发、工艺品批发、纸制品销售、消毒剂销售、煤炭及

制品批发、建材、装饰材料批发、化肥批发、农药批发、农用薄膜销

售、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批发、农业机械批发、汽车零配

件批发、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计算机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销售、计算机辅助设备销售、通讯终端设备批发、广播设

备及其配件批发、通信设备销售、手机批发、酒类批发、消防设备

及器材的销售、收购农副产品、土特产销售、超级市场经营、日用

品零售、粮油零售、禽、蛋及水产品零售、保健品销售、烟草制品零

售、豆制品零售、食品添加剂零售、调味品零售、农产品销售及配

送，纺织、医疗器械零售、兽用药品销售、摩托车零配件销售、家用

电器及电子产品零售、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零售、贵金属制品零

售、钢材零售、通用机械设备零售、机械配件零售、快递类服务、充

值卡销售、售电业务、餐饮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创业投资咨询

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农业技术咨询及交流服务。

海南省海口市美

兰区国兴大道7号

新海航大厦1层

14

海南数据谷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吴坤仁 2,000

投资信息咨询、投资管理(以上涉及金融、证券、保险、期货、信托、

股权投资基金及其他基金等设计前置许可的项目除外 ); 财务信

息咨询;税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会议及会展服

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技术推广服务;出租商业用房;房地产经纪,物业服务,水电费代

收。

海南省海口市美

兰区国兴大道7号

新海航大厦16楼

15

海南易建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

公司(非上市)

唐立超 21,489

计算机网络开发;软件、硬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安装;计算机通

信业务、系统集成及设备租赁;建筑智能化设计、施工;电子商务

开发及运营业务;教育培训业务;信息咨询和服务;IDC(数据中心)

运营;行业解决方案的研发。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

业务(含因特网信息服务,不含电话信息服务);有偿提供信息服务

(除新闻、出版、教育、药品、医疗卫生等前置审批信息服务外 )、电

子公告(仅限科技知识和休闲娱乐信息)。

海口市国贸大道

嘉陵国际大厦17

层

16

海南望海国

际商业广场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岳东方 200,000

日用百货、纺织品、办公用品、家具、五金工具、交电商业、通讯器

材、工艺品、服装、鞋帽、珠宝首饰 (包括金银 )、糖、烟、酒、水果、副

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文体用品、音像制品、书刊、电

子出版读物、计算机软件、钟表、摩托车及配件、自行车、金属材

料、装饰材料、化妆品、化工原料 (专营除外 )、酒店用品、绿植、汽

车、理疗、桑拿、美发、棋牌设备的销售及电子商务,柜台出租,自

有房屋租赁,商场管理,物业管理,停车管理,广告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

海口市海秀路望

海商城

17

海南美莎酒

店管理有限

公司希尔顿

酒店分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分公司（非自

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

资）

刘志成 未公开

酒店管理,住宿、餐饮、会议会展服务 (不含旅行社业务 ),复印,打

印,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劳务服务,票务代理,洗衣保洁服

务,洗车及停车收费,提供健身房、儿童娱乐设施、棋牌、桌球、游

泳池服务,美容美发,桑拿水疗,商场铺面出租,设备租赁,汽车租

赁及销售,烟、酒类、预包装食品、工艺品 (象牙、犀角及其制品除

外)及旅游纪念品、日用百货、服装的销售。

海南省海口市龙

华区金贸中路12

号

18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何家福 1,309,755

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专

业承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租赁(汽车

除外);销售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日用杂品、文化体育用品、日用百

货、珠宝首饰、针纺织品。

北京市顺义区南

法信镇府前街12

号207室

19

海南新生飞

翔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股份有限

公司(非上市)

官伟 81,173

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

务。 国际航线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

理。 设计、制作、发布、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企业形象策

划，网络工程，网站开发，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含因特网信息服务，不含电话信息服务），机电设备、通讯设备、

计算机零配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办公用品、服装鞋帽、日用百

货、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化妆品、香水、礼品、工艺品的销售，进出

口贸易，预包装食品的零售。

海南省海口市国

贸大道45号银通

国际中心14层

20

三亚凤凰机

场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罗春平 1,000

日用百货、文体用品、服装鞋帽、儿童用品、礼品、布艺、箱包、家用

电器、图书用品；综合、便利、特产类、香水、化妆品类、箱包、配饰

类、音像类、玩具、工艺品、礼品、饰品珠宝类、水果、保健食品及用

品类、药品类、手表、首饰类、茶叶类、烟、酒类、黄金、贵金属类、电

子产品类以及机场贵宾服务，酒店、景区、租车、广告等旅游代理

销售。

海南省三亚市天

涯区凤凰路590号

凤凰国际机场办

公楼四楼

21

海航思福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三亚分

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

公司分公司

（非上市）

李玉坤 未公开

汽车租赁、豪华巴士运输服务、汽车安保（GPS追踪服务）、汽车零

配件的销售、车辆上牌、办证、过户、年检代理、自驾车旅游咨询、

二手车交易、保险代理、会议接待用车（不含旅行社业务）、商务

服务、机动车检测服务、融资租赁、投资信息咨询、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网络科技信息咨询、会议会展（不含

旅行社业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汽车美容（不含洗车服务）、浅

海娱乐设施租赁服务、农机设备租赁、绿化工程、园林设计、花卉、

苗木种植、销售、畜牧（奶畜除外）、养殖及销售、水产养殖及销

售、进出口贸易。

海南省三亚市吉

阳区育秀路三亚

望海i青年酒店投

资有限公司一楼

大堂团队接待左

侧

22

广州市潮市

场经营有限

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李清河 8,000

物业管理;广告业;房屋租赁;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停车场经营;酒店住

宿服务（旅业）。

广州市白云区鹤

龙一路208号

23

扬子江保险

经纪有限公

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王帅 5,000

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

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

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健

康咨询 （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 信息咨询 （不含中介服

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北京市顺义区天

竺镇府右街6号

24

海航货运有

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马志敏 10,000

国际、地区和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含航空、路运、海运及其它

方式的用揽货、订舱、仓储、中转、装卸、集散、提货、集装箱拼装拆

箱、货物包装、地面运输及派送、国际国内快递业务、短途运输服

务和运输咨询业务）、第三方物流设计与实施、货运电子商务、计

算机及技术开发，商品代购、代销、自销，农副产品的代购、代销，

培训咨询服务，代理报关业务，土特产品销售。

海口市国贸路1号

景瑞大厦A座

1503房

25

北京首都航

空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王晓东 231,500

国内（含港澳台）、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6月24日）；公务机出租飞行、医疗救

护飞行（不含诊疗活动）；航空器代管和直升机引航作业业务；保

险兼业代理；销售工艺美术品、机械设备、化妆品、日用品、电子产

品；货物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 利用飞机模拟机提供训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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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市顺义区后

沙峪镇吉祥工业

区5-1号

26

海南航旅交

通服务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王贞 2,050,000

交通设施的投资、改造；旅游、商业资源的投资、管理；安全保障体

系或管理体系的咨询、服务培训。

海南省海口市海

秀路29号海航发

展大厦

27

海航基础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黄秋 3,600,894

建筑设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咨询，商业、酒店、机场、房地产

的投资与管理，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的投资开发，旅游项目开发，

农业项目开发，日用百货的销售。

海南省海口市美

兰区国兴大道7号

新海航大厦15层

28

中国新华航

空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罗军 438,665

由天津始发(部分航班由北京始发)至国内部分城市的航空客货运

输业务；与航空运输相关的服务业务；自有房地产经营；资产管

理；航空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纺织品、机械、电子设备、黑色金属的销

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新

华航空》杂志发布国内外广告；进出口业务。

北京市顺义区天

竺镇府前一街16

号

29

海航云端文

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陈辉 8,000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演出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会议及

展览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摄影服

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广告信息咨询;销售工艺品、服

装、鞋帽、针纺织品;票务代理;酒店管理;航空机票销售代理。

北京市朝阳区酒

仙桥路甲4号3号

楼2301

30

海航航空技

术股份有限

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张志刚 255,000

为国内外用户维护、维修和翻新航空器、发动机（包括辅助动力装

置）和其他附件；为国内外航空公司提供机务勤务保证，派遣人员

提供维修和技术服务；机队技术管理及其他工程服务；校验服务；

发动机、附件和其他部件的分包管理；人员培训；技术咨询；维修

开发；地面设备及设施的设计、制造、修理、管理及物流服务；航空

器材的设计、制造、仓储、物流、销售以及航空器材保障和管理服

务；资产管理

海南省海口市南

海大道168号海口

保税区东103室

(上接B474版)

（下转B47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