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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

2020-02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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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于2019年12月27日分别以传真和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

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于2020年1月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

亲自出席11人，本次会议合计可履行董事权利义务11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少洋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

执行情况的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

布的《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

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陈少洋先生、杨先锋先

生、李军先生、孙洪伟先生、杨森先生、彭建武先生、牟欣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

布的《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

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陈少洋先生、杨先锋先

生、李军先生、孙洪伟先生、杨森先生、彭建武先生、牟欣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

布的《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0-06）。

表决结果：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

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

布的《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

表决结果：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20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在2020年度申请融资额度564,974万元，其中：借款

额度472,574万元（包含阶段性融资200,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和票据贴现额

度90,000万元、信用证开证额度2,400万元。 各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拟在2020年度

申请融资额度1,891,303万元，其中：借款额度1,692,303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和票

据贴现额度150,000万元、信用证开证额度49,000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召开的相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月22日（周四）下午13时30分

（二）股权登记日：2020年1月15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未央区天鼎酒店

（四）召集人和会议方式：公司董事会，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五）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2019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

的议案》

2.《关于2020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4.《关于申请2020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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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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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于2019年12月27日分别以传真和邮件形式向公司全

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于2020年1月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监事

3人，亲自出席3人，本次会议合计可履行监事权利义务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史景明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

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20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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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

预计执行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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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发动力）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

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少洋先生、杨先锋先生、李军先生、孙洪伟

先生、杨森先生、彭建武先生、牟欣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2019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该等关联交易是由我国航空工业体系的现实状况所

决定的，可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有序进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

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该项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同意将该项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2019年度，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房屋及机器设备租赁；借款利息；贷款、存

款；担保。

（二）对2019年度各项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的预计

公司现对2019年度各项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进行预计， 并在年度报告中进

行最终披露，预计后的项目及金额如下：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接受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19年公

告金额

2019年预计

金额

备注（2019

年预计超出

公告比例）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航发” ） 系统

内

销售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

定价

137,

075.40

128,280.21 -6.4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航空工业集团” ）

系统内

销售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

定价

754,

563.38

713,443.55 -5.45%

中国航发系统内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5,496.70 2,901.34 -47.22%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635.51 615.90 -3.09%

中国航发系统内

水电汽等

其他公用

事业费用

（销售）

市场价格定价 391.40 196.48 -49.80%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水电汽等

其他公用

事业费用

（销售）

市场价格定价 102.34 81.45 -20.41%

中国航发系统内 提供代理 市场价格定价 150.00 43.77 -70.82%

中国航发系统内 租出 市场价格定价 53.42 102.19 91.30%

合计

898,

468.15

845,664.89 -5.88%

2019年中国航发系统内销售商品预计金额较2019年公告金额减少8,795万

元，减幅6.42%。 主要是实际发生的科研收入较预计金额减少。

2019年航空工业系统内销售商品预计金额较2019年公告金额减少41,120万

元，减幅5.45%。 主要是交付计划调整，产品交付较年初预计减少。

2019年中国航发系统内提供劳务预计金额较2019年公告金额减少2,595万

元，减幅47.22%。 主要是因基建项目承揽方变更，实际发生额较本年预计减少。

2019年中国航发系统内水电汽等其他公用事业费用（销售）预计金额较2019

年公告金额减少195万元，减幅49.08%。主要是三供一业移交，实际发生额较预计金

额减少。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提供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19年公告

金额

2019年预计

金额

备注（2019

年预计超出

公告比例）

中国航发

系统内

购买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定价

372,801.23 462,199.29 23.98%

航空工业集团

系统内

购买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定价

566,492.86 545,573.82 -3.69%

中国航发

系统内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66,888.60 74,165.20 10.88%

航空工业集团

系统内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17,514.00 41,634.75 137.72%

中国航发

系统内

借款 市场价格定价 907,102.00 887,610.00 -2.15%

中国航发

系统内

受让研究与

开发项目

市场价格定价 2,000.00 2,000.00 0.00%

航空工业集团

系统内

接受代理 市场价格定价 2,070.72 1,227.75 -40.71%

中国航发

系统内

租入 市场价格定价 1,553.26 1,373.33 -11.58%

航空工业集团

系统内

租入 市场价格定价 - 197.00 -

合计

1,936,

422.67

2,015,

981.14

4.11%

2019年中国航发系统内购买商品预计金额较2019年公告金额增加89,398万

元，增幅23.98%，主要是部分产品任务量增加，采购增加。

2019年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接受劳务预计金额较2019年公告金额增加24,

121万元，增幅137.72%。 主要是部分建设项目竣工决算较预期提前完成，发生额增

加。

2019年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接受代理预计金额较2019年公告金额减少843万

元，减幅40.17%。 主要是部分业务减少。

3.租赁情况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情况

2019年公

告金额

2019年预

计金额

备注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

发动机有限公司

航发动力 设备房屋 307.00 201.25 -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

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沈阳黎

明航空发动机有

限责任公司

设备房屋 941.00 916.06 -

中国航发湖南南方

宇航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南方

工业有限公

司

设备房屋 227.52 187.44 -

中国航发湖南南方

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南方

工业有限公

司

车辆 41.86 37.52 -

贵州黎阳虹远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发贵州黎

阳航空动力有限

公司

运输设备 35.88 31.06 -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

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贵州黎阳虹远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房屋 23.37 24.45 -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

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湖南南

方宇航工业有限

公司

工具工装 30.05 59.74 -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

航空发动机有限

责任公司

沈阳黎明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房屋 - 14

本年新增

租赁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

航空发动机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黎明航发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

房屋 - 4

本年新增

租赁

中航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

贵阳航发精密

铸造有限公

司

机器设备 - 197

本年新增

租赁

合计 1,606.68 1,672.52 -

4.�支付借款利息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19年

公告金额

2019年

预计金额

备注（2019年预计

超出公告比例）

中国航发系统内

贷款、中期票据、超

短融、专项借款

42,118.49 32,930.87 -21.81%

2019年公司支付中国航发系统内借款利息预计金额较2019年公告金额减少9,

188万元，减幅21.81%，主要原因是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投资者资金到位后提前归还

部分借款。

5.贷款、存款情况

（1）贷款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19年

公告余额

2019年

预计余额

备注（2019年

预计超出公告

比例）

中国航发系统内

贷款、中期票据、

超短融、专项借款

812,612.00 526,984.60 -35.15%

2019年中国航发系统内贷款、中期票据、超短融、专项借款等预计余额较2019

年公告金额减少285,627万元，减幅35.15%。 主要原因是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投资者

资金到位后提前归还部分借款。

（2）存款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19年公告

金额

2019年

预计金额

备注 （2019年

预计超出公告

比例）

中国航发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最高存款限额 400,000.00 716,006.00 79.00%

2019年公司在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最高存款金额超出2019年公告金额

79.00%，主要是2019年12月31日当日回款集中，超出公告金额。 按照公司与中国航

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 由于结算等原因导致公司存款超出最

高存款限额的，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应在2个工作日内将超额款项划转至公

司的银行账户。 截至2020年1月2日，超额款项已完成划转。

6.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2019年公

告余额

2019年预

计余额

备注（2019

年预计超

出公告比

例）

航空工业集团 航发动力 6,020.00 - -100.00%

中国航发

中 航 动 力

国 际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3,700.00 2,757.33 -25.48%

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

发动机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

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合计 9,720.00 2,757.33 -71.63%

2019年公司担保预计余额较2019年公告余额减少6,963万元，减幅71.63%，主

要是航发动力接受的担保贷款已归还。

二、关联方介绍

1.中国航发

中国航发成立于2016年5月31日，注册资本为5,0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曹建国，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5号，经营范围：军民用飞行器动力装

置、第二动力装置、燃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维修、销售和售

后服务；航空发动机技术衍生产品的设计、研制、开发、生产、维修、销售、售后服务；

飞机、发动机、直升机及其他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领域先进材料的研制、开发；材料

热加工工艺、性能表征与评价、理化测试技术研究；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资产；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经营国家授权、委托的其他业务 。

股权结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航

空工业、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中国航发70%、20%、6%、4%的股权。

2.航空工业集团

航空工业集团成立于2008年11月06日，注册资本为6,400,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谭瑞松，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9号楼，经营范围：经营国

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

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

务；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

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

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

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

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

务；船舶的技术开发、销售；工程装备技术开发；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

股权结构：航空工业集团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国有特大型企业，是国家授权投

资的机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对航空工业履行出资人职

责。

3.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航公司）

西航公司成立于1998年3月12日，注册资本为318,135.0644万元，法定代表人

为杨先锋，注册地址为西安市北郊徐家湾，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烟气

透平动力装置，航天发动机及其零部件，汽车发动机，压力容器、仪器、仪表、工具、

计测设备、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机械备件、电子产品的制造、销售与维修；机

电设备、自行车，有线电视台、站、共用天线及锅炉的设计、制造安装和维修，金属材

料，橡胶制品，成品油，氧气，氩气，丙烷（化工原料），本企业废旧物资的销售，公路

客货运输，铁路专用线、住宿、餐饮、科技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专项审批

的项目均由分支机构经营） 。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持有西航公司100%股权。

4.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2月10日， 注册资本为100,000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宁福顺，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7号楼7层，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持有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5.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明科技）

黎明科技成立于2013年5月28日，注册资本118,836.08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

森，注册地址为沈阳市大东区东塔街6号，经营范围：航空机械设备及燃气轮机设备

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汽轮机和压缩机及辅机、煤制油大型设备及配

件、石化设备、制碱设备、压力容器、机电产品、钢材、有色金属（非贵金属）、变压

器、整流器、电感器、电子元件、机械设备、专用工具及零配件销售，机械设备安装、

维修、检测（上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赁，展览、展示及会议服务，酒店管

理（不含经营），汽车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持有黎明科技68.83%、24.39%、6.78%的股权。

6.贵州黎阳虹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虹远实业）

虹远实业成立于2010年9月27日，注册资本为4,705.669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李海鹰，注册地址为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安平街道办事处（黎阳公司内），经营范

围：机械制造；机械加工；家具制造；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物业管理；普通货物运

输；危货运输，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零配件销售；特殊耐热合金铸件、电阻丝销售；

废油、废旧物资回收销售；金属材料、钢材等建材销售；花草、树木种植销售；住宿、

餐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烟草制品、酒类、农产品、农副产品销售；进出

口贸易；砂轮、铸件制造；硅溶胶，润滑剂，废腊再生；电解液配制；商品混凝土生产

销售；家政服务，汽车租赁；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股权结构：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持有虹远实业100%的股

权。

7.中国航发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宇航）

南方宇航成立于2009年6月17日，注册资本为42,8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彭天

祥，注册地址为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高科技工业园内，经营范围：航空发动

机零部件、机械零部件、通用设备研发、制造、销售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转让；设

备、房屋租赁；风电、工程机械、船舶、铁路运输、城轨交通运输、燃机的高精传动系

统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服务。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中国航发北京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持有南方宇航41.91%、17.13%、17.13%、13.56%、10.28%的股权。

8.中国航发湖南南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科技）

南方科技成立于2010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为297.77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彭建

武，注册地址为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株董路886号，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

造、销售、维修；模具、刀具、夹具、量具设计、销售、维修；仪器仪表、机床、电机、电

器、内燃机零配件销售；上述商品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工业燃气轮机成套设备

工程设计、施工。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持

有南方科技67.20%、28.40%、4.40%的股权。

9.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11月5日， 注册资本为997,846.7899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周勇，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路1261号，经

营范围：融资租赁，自有设备租赁，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合同能源管理，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实业投资，医疗器械经营，

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中航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49.07%、49.06%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19年度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包括：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3.房产和机器设备等租赁。

4.支付借款利息。

5.贷款、存款。

6.担保。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该项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为：

1.如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2.如无政府定价，有指导性规定的，按其执导性规定的要求制定交易价格。

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性定价规定的，以市场同类交易可比价格为定价基

准。

4.如关联交易不适用前三种定价原则，双方协议确定价格，以补偿对方提供服

务所发生的成本。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由我国航空工业体系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 可以保证公

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有序进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将能为公司业

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

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就上述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是由我国航空工业体系的现

实状况所决定的，可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有序进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该项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将该项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股票代码：

600893

股票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

2020-05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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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发动力）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少洋先生、杨先锋先生、李军先生、孙洪伟先生、杨森先

生、彭建武先生、牟欣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

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是由

我国航空工业体系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可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有序进行，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将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

的贡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该项议案的审议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 独立董事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情况概述

因公司所生产产品的特点，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合格原材料供应商、产品用户大

部分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发）控制的下属企业（不包括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

目前， 航空工业集团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的股权划转工作正在进行中。 因

此，航空工业集团下属单位及中国航发实际控制的单位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公司

与上述主体相互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预计在2020年度将与航空工业集团

及其下属单位、中国航发及其下属单位发生一定数量的关联交易。 由于该等关联交

易涉及关联方企业较多，关联交易内容较多，且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须，要经

常订立新的关联交易协议。 为了方便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提高决策效

率，公司拟就持续性关联交易与各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二）2020年度各项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接受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20年预计金

额

中国航发系统内 销售商品

国家定价、市场价格

定价

115,208.81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销售商品

国家定价、市场价格

定价

911,200.17

中国航发系统内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2,224.72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551.80

中国航发系统内

水电汽等其他公用事业

费用（销售）

市场价格定价 185.85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水电汽等其他公用事业

费用（销售）

市场价格定价 82.29

中国航发系统内 提供代理 市场价格定价 153

中国航发系统内 租出 市场价格定价 107.45

合计 1,029,714.09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提供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20年预计金额

中国航发系统内 购买商品 国家定价、市场价格定价 494,609.81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购买商品 国家定价、市场价格定价 638,331.51

中国航发系统内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61,549.51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7,317.92

中国航发系统内 借款 市场价格定价 1,130,423.00

中国航发系统内

受让研究与开发

项目

市场价格定价 1,500.00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接受代理 市场价格定价 1,293.05

中国航发系统内 租入 市场价格定价 1,122.64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租入 市场价格定价 382.80

合计 2,336,530.24

3.�租赁情况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情况 2020年预计金额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

机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

设备房屋 150.00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房屋 916.06

贵州黎阳虹远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

动力有限公司

运输设备 32.03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

动力有限公司

贵州黎阳虹远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房屋 24.45

中国航发湖南南方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

公司

车辆 24.55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

公司

中国航发湖南南方宇航

工业有限公司

工具工装 65.00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黎明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房屋 14.00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黎明航发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

房屋 4.00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

机器设备 382.80

合计 1,612.89

4.�支付借款利息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20年预计金额

中国航发系统内 贷款、中期票据、专项借款、资金拆借 32,314.92

5.�贷款、存款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预计2020年余额

中国航发系统内

贷款、中期票据、超短融、专项借款、资金

拆借

549,684.60

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最高存款限额 400,000

6.�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2020年预计余额

中国航发、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

机有限公司、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

限公司、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发动

机有限公司、中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中航动力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2,757.33

注： 上述担保系担保方作为中航动力国际物流公司原股东减资退出后对中航

动力国际物流公司未清偿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三） 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或公

司主要股东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该等交易对方发生的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四）2020年1月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陈少洋先生、

杨先锋先生、李军先生、孙洪伟先生、杨森先生、彭建武先生、牟欣先生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赵晋德先生、梁工谦先生、王珠林先生、岳云先生投票赞成，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五）本关联交易尚待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股东将放弃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对公司而言，本次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关联交易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前述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1.�中国航发

中国航发成立于2016年5月31日，注册资本为5,0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曹建国，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5号，经营范围：军民用飞行器动力装

置、第二动力装置、燃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维修、销售和售

后服务；航空发动机技术衍生产品的设计、研制、开发、生产、维修、销售、售后服务；

飞机、发动机、直升机及其他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领域先进材料的研制、开发；材料

热加工工艺、性能表征与评价、理化测试技术研究；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资产；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经营国家授权、委托的其他业务 。

股权结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航

空工业集团、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中国航发70%、20%、6%、4%的

股权。

2.�航空工业集团

航空工业集团成立于2008年11月06日，注册资本为6,400,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谭瑞松，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9号楼，经营范围：经营国

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

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

务；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

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

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

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

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

务；船舶的技术开发、销售；工程装备技术开发；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

股权结构：航空工业集团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国有特大型企业，是国家授权投

资的机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对航空工业履行出资人职

责。

3.�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航公司）

西航公司成立于1998年3月12日，注册资本为318,135.0644万元，法定代表人

为杨先锋，注册地址为西安市北郊徐家湾，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烟气

透平动力装置，航天发动机及其零部件，汽车发动机，压力容器、仪器、仪表、工具、

计测设备、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机械备件、电子产品的制造、销售与维修；机

电设备、自行车，有线电视台、站、共用天线及锅炉的设计、制造安装和维修，金属材

料，橡胶制品，成品油，氧气，氩气，丙烷（化工原料），本企业废旧物资的销售，公路

客货运输，铁路专用线、住宿、餐饮、科技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专项审批

的项目均由分支机构经营）。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持有西航公司100%股权。

4.�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2月10日， 注册资本为100,000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宁福顺，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7号楼7层，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持有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5.�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明科技）

黎明科技成立于2013年5月28日，注册资本118,836.08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

森，注册地址为沈阳市大东区东塔街6号，经营范围：航空机械设备及燃气轮机设备

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汽轮机和压缩机及辅机、煤制油大型设备及配

件、石化设备、制碱设备、压力容器、机电产品、钢材、有色金属（非贵金属）、变压

器、整流器、电感器、电子元件、机械设备、专用工具及零配件销售，机械设备安装、

维修、检测（上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赁，展览、展示及会议服务，酒店管

理（不含经营），汽车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持有黎明科技68.83%、24.39%、6.78%的股权。

6.�贵州黎阳虹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虹远实业）

虹远实业成立于2010年9月27日，注册资本为4,705.669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李海鹰，注册地址为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安平街道办事处（黎阳公司内），经营范

围：机械制造；机械加工；家具制造；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物业管理；普通货物运

输；危货运输，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零配件销售；特殊耐热合金铸件、电阻丝销售；

废油、废旧物资回收销售；金属材料、钢材等建材销售；花草、树木种植销售；住宿、

餐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烟草制品、酒类、农产品、农副产品销售；进出

口贸易；砂轮、铸件制造；硅溶胶，润滑剂，废腊再生；电解液配制；商品混凝土生产

销售；家政服务，汽车租赁；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股权结构：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持有虹远实业100%的股

权。

7.�中国航发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宇航）

南方宇航成立于2009年6月17日，注册资本为42,8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彭天

祥，注册地址为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高科技工业园内，经营范围：航空发动

机零部件、机械零部件、通用设备研发、制造、销售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转让；设

备、房屋租赁；风电、工程机械、船舶、铁路运输、城轨交通运输、燃机的高精传动系

统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服务。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中国航发北京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持有南方宇航41.91%、17.13%、17.13%、13.56%、10.28%的股权。

8.�中国航发湖南南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科技）

南方科技成立于2010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为297.77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彭建

武，注册地址为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株董路886号，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

造、销售、维修；模具、刀具、夹具、量具设计、销售、维修；仪器仪表、机床、电机、电

器、内燃机零配件销售；上述商品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工业燃气轮机成套设备

工程设计、施工。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持

有南方科技67.20%、28.40%、4.40%的股权。

9.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11月5日， 注册资本为997,846.7899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周勇，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路1261号，经

营范围：融资租赁，自有设备租赁，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合同能源管理，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实业投资，医疗器械经营，

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中航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49.07%、49.06%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项关联交易的标的包括：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3.�房产和机器设备租赁。

4.�支付借款利息。

5.�贷款、存款。

6.�担保。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该项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详见本公告的第一部分“关联交易概述” 。

该项关联交易价格按照以下总原则和顺序制定：

1.�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2.�无政府定价的，有指导性定价规定的，按其指导性规定的要求制定交易价

格。

3.�无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性定价规定的，以市场同类交易可比价格为定价基

准。

4.�如关联交易不适用前三种定价原则，双方协议确定价格，以补偿对方提供服

务所发生的成本及合理的利润。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因公司所生产产品的特点，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合格原材料供应商、产品用户大

部分为航空工业集团、 中国航发控制的下属企业 （不包括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

司）。 公司预计在2020年度将与航空工业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中国航发及其下属单

位发生一定数量的关联交易。 由于该等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企业较多，关联交易内

容较多，且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须，要经常订立新的关联交易协议。 为了方便

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提高决策效率， 公司依据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的

关联交易原则，就持续性关联交易与各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本项交易为公司长期、持续和稳定的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将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就本项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因公司所生产产品的特点，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合格原材料供应商、产品用户

大部分为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发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不包括公司及公司下属子

公司）。 2020年度，公司预计将与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发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发

生大量的关联交易。 由于该等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企业较多，关联交易内容较多，

且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须， 为了方便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提高决

策效率，公司拟依据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原则，就持续性关联交易与各

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

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是由

我国航空工业体系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可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有序进行，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将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

的贡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该项议案的审议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股票代码：

600893

股票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

2020-06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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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西安西航商泰高新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泰公司）、西安西罗航空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罗公司）、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阳动力）3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

保。

公司下属子公司为贵州黎阳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阳装备）、中

国航发贵州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动公司）、贵州黎阳国际制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阳国际）3家下属单位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020年公司拟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预计担保发生额为人民币23,428万元

或等值外币。 公司下属子公司拟为其所属单位提供担保，预计担保发生额为人民币

21,9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700万元；公司各

子公司为其下属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800万元。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对所属

单位提供的未清偿债务连带担保为人民币2,757万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对外

担保金额（不含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为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黎阳动力对黎阳国际新增12,000万元贷款提供担

保，黎阳国际其他股东提供相应股比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逾期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人民币0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1月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

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所属子公司的发展，2020年公司拟对所属子公司提供

担保，担保总额为23,428万元或等值外币；相关子公司拟对其所属单位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1,900万元。 上述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单位

2019年实际

担保余额

2020年预计

担保金额

2020年预计

担保余额

备注

1 商泰公司 - 2,000 800

美元及欧元信用证保

函综合额度担保人民

币2,000万元或等值外

币。

2 西罗公司 - 1,428 1,428

新增流动资金借款担

保人民币1,428万元或

等值外币。

3 黎阳动力 18,700 20,000 20,000

继续流动资金借款担

保人民币20,000万元。

合计 18,700 23,428 22,228

（二）各子公司为所属单位提供担保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

单位

被担保单位

2019年

实际担

保余额

2020年

预计担

保金额

2020年

预计担

保余额

备注

1

黎阳动

力

黎阳装备 1,800 1,800 1,800

继续上年流动资金贷款担保

1,800万元，预计年末余额为

1,800万元。

2 贵动公司 2,000 8,100 8,100

继续上年流动资金贷款担保

2,000万元；黎阳动力对贵动

公司6,100万元委贷在2020

年拟转为中国航发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对贵动公司的借款，

黎阳动力提供全额担保，预计

年末余额为8,100万元。

3 黎阳国际 - 12,000 -

黎阳国际拟新增12,000万元

贷款， 黎阳动力提供担保，其

他股东提供相应股比反担保。

合计 3,800 21,900 9,900

上述担保事项尚待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商泰公司

商泰公司成立于1999年4月19日，注册资本为2,6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勇，

注册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尚苑路4955号大普工业园7号楼4层401室，经营范

围：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承办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

产、开展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金属材料、建筑

材料、化工产品（易制毒、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化肥、润滑油、软木制品、宠物饲

料、农副产品、照明灯具及配件、机电产品及设备、轻工产品、电磁线、医药化工、废

钢炉料、煤炭、焦炭、五金产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及产品的销售；民用航空部件的

制造、维修（包括飞机零部件的制造、维修）；从事航空发动机衍生产品的研制、实

验、开发、中试、生产、销售、服务业务；烟气透平动力装置及其零部件制造、销售与

维修；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制造、系统集成、销售与维修；石油化工、电子电力、冶金机

械成套设备、电器机械与器材、机械备件的制造、销售与维修；医疗仪器设备与器械

制造、销售；市政公用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环保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机电设备的设

计、制造、采购、销售、安装和维修；房屋租赁、汽车租赁；节能技术服务；机械工程技

术咨询服务；科技咨询及技术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商泰公司75%、

25%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商泰公司资产总额11,823万元，负债总额11,887万元，

资产负债率100.54%。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974万元，利润总额-181万元，

净利润-185万元。

2.西罗公司

西罗公司成立于1996年6月17日， 注册资本为1,827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为刘

军，注册地址为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种航空发动机涡轮叶

片、航空发动机维修、大修、装配和测试服务。

股权结构： 公司、 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分别持有西罗公司51%、49%的股

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西罗公司资产总额32,678万元，负债总额11,219万元，

资产负债率34.33%。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0,652万元， 利润总额1,771万

元，净利润1,506万元。

3.黎阳动力

黎阳动力成立于1997年11月7日，注册资本为808,969.5769万元，法定代表人

为牟欣，注册地址为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黎阳路1111号，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及

其衍生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航空发动机维

修设备制造；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辅

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通用设

备、电子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环保设备、仪器仪表、新能源设备的设计、制

造；生产物质采购、物流、经营；本企业废旧资源和废旧材料的销售；与以上业务相

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黎阳动力70.86%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黎阳动力资产总额1,171,500万元，负债总额371,454万

元，资产负债率31.71%。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0,431万元，利润总额-6,

025万元，净利润-6,285万元。

4.黎阳装备

黎阳装备成立于2013年9月22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亚

声， 注册地址为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高新区高纳路

1149号，经营范围：非标设备设施设计制造（成套设备设施）、机械加工（设备备件

和其他零件批生产）、技术服务（设备修理、改造、生产线优化）、工程服务（设备搬

迁、安装、调试）、机电备件、设备整机销售：机床工具设计、制造、销售。

股权结构：黎阳动力、东莞阳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刘亚声等自然人分别持有

黎阳装备51%、16%、33%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黎阳装备资产总额5,786万元，负债总额2,884万元，资

产负债率49.84%。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677万元，利润总额-244万元，净

利润-257万元。

5.贵动公司

贵动公司成立于1990年12月10日，注册资本为20,155.908538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徐玮，注册地址为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李家湾，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修理（型

号见许可证）；航空发动机衍生产品设计研发制造修理；航空发动机零部件修理；飞

机地面保障设备研发、生产和服务；零备件设计生产销售；黄磷包装桶制造；一、二

类压力溶器生产；不锈钢系列加工；金属制品及非标设备制造、安装。 水暖电安装，

机电设备安装。 金属材料采购仓储销售；石化产品采购仓储销售；技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黎阳动力持有贵动公司100%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贵动公司资产总额31,093万元，负债总额20,203万元，

资产负债率64.98%。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521万元，利润总额-518万元，

净利润-689万元。

6.黎阳国际

黎阳国际成立于2014年11月6日， 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梁

桥，注册地址为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铁大道1号，经营范围

为：“航空发动机、地面燃气轮机、通用机械、能源设备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试

验、国内国外销售及售后服务；国内生产物资的采购、经营；本企业废旧资源和废旧

材料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及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部

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与加工服务” 。

股权结构：黎阳动力、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自然人梁桥分别持有46%、

45%、9%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黎阳国际资产总额36,772万元，负债总额24,534万元，

资产负债率66.72%。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1,809万元，利润总额609万元，

净利润608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上述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未来发展较好，具有良好的偿还债务能力，且公司

为其控股股东，能有效控制风险。 因此，为促进该等下属子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同意

公司对该等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外担保的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制的下属子公司，

其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该等担保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

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公允；该等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1.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700万元；公司

各子公司为其下属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800万元。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对所

属单位提供的未清偿债务连带担保为人民币2,757万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金额（不含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为0万元。

2.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逾期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0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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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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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贷款对象：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发动力或公司）为

西安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特公司）、西安西航集团机

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设备）、西安安泰叶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泰公司）、西安西航商泰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泰公司）、中国航发山

西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航公司）5家下属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公司下属子公司为中国航发吉林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发

公司）、中国航发贵州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动公司）2家下属

单位提供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金额：2020年度公司拟对所属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或拆借）总额

为30,500万元或等值外币， 相关子公司为其所属单位提供委托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9,700万元或等值外币。

●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委托贷款利率：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基准利率。

一、委托贷款概述

2020年1月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

度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为促进公司下属子公司的

发展，保证其生产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营，2020年度公司拟对所属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或拆借）总额为30,500万元或等值外币，相关子公司为其所属单位提供委托贷

款总额为人民币9,700万元或等值外币。 上述委托贷款情况具体如下：

（一）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或资金拆借）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发放委贷

单位

接受委贷（或拆借）

单位

2019年委贷（或拆借）

余额

2020年委贷（或拆借）

额度

1

航发动力

莱特公司 16,000 20,000

2 机电设备 1,000 1,000

3 安泰公司 500 1,000

4 商泰公司 3,000 5,000

5 晋航公司 2,000 3,500

合计 22,500 30,500

在上述委托贷款额度内， 董事会授权公司副董事长杨先锋签署相关合同和协

议。

（二）相关子公司为所属单位提供委托贷款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发放委贷单位 接受委贷单位

2019年

委贷余额

2020年委贷

额度

1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吉发公司 9,700 9,700

2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

有限公司

贵动公司 6,100 -

合计 15,800 9,700

在上述委托贷款额度内， 董事会授权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署相关合同和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委托贷款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贷款方基本情况

1.�莱特公司

莱特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11日， 注册资本为42,45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舒

伟，注册地址为西安市明光路出口加工区（莱特厂房），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燃

气轮机零部件、机电产品的制造、销售、研发、检测、修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机械加工；保税物流；非金

属、金属材料的销售；机械加工技术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莱特公司100%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莱特公司资产总额118,482万元，负债总额58,950万元，

资产负债率49.75%。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4,697万元， 利润总额2,657万

元，净利润2,294万元。

2.�机电设备

机电设备成立于2007年1月15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于驰，

注册地址为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西航公司生产区内，经营范围：建筑工程、防水防

腐保温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钢结构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石油化工工程、环保

工程、送变电站工程、建筑室内外装修装潢工程、幕墙工程的施工；建筑物拆除；建

筑劳务分包；机电设备的安装、维修、保养（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建筑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调试、维修；非标准钢构件、城市道路照明设备及储罐

的制作、安装；工业专用设备加工、维修、销售；消防设备、环保设备、起重机械设备

的安装、维修、保养；机械加工；非标准设备制造、安装、调试；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五金交电、水暖器材、电工器材、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电子产品、矿产品、办公家具、

办公器材的安装、销售；图文制作、标牌制作；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机电设备100%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机电设备资产总额10,169万元，负债总额4,264万元，资

产负债率41.93%。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913万元，利润总额-27万元，净利

润-21万元。

3.安泰公司

安泰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5日，注册资本为14,126.1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

宏，注册地址为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红旗东路50幢，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

产、销售商用航空发动机、工业和海运用燃气轮机、蒸气轮机的压气机叶片及其相

关和配套产品；金属件的锻造机械加工；自产产品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安泰公司100%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安泰公司资产总额7,383万元，负债总额1,289万元，资

产负债率17.46%。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977万元，利润总额357万元，净利

润357万元。

4.�商泰公司

商泰公司成立于1999年4月19日，注册资本为2,6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勇，

注册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尚苑路4955号大普工业园7号楼4层401室，经营范

围：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承办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

产、开展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金属材料、建筑

材料、化工产品（易制毒、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化肥、润滑油、软木制品、宠物饲

料、农副产品、照明灯具及配件、机电产品及设备、轻工产品、电磁线、医药化工、废

钢炉料、煤炭、焦炭、五金产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及产品的销售；民用航空部件的

制造、维修（包括飞机零部件的制造、维修）；从事航空发动机衍生产品的研制、实

验、开发、中试、生产、销售、服务业务；烟气透平动力装置及其零部件制造、销售与

维修；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制造、系统集成、销售与维修；石油化工、电子电力、冶金机

械成套设备、电器机械与器材、机械备件的制造、销售与维修；医疗仪器设备与器械

制造、销售；市政公用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环保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机电设备的设

计、制造、采购、销售、安装和维修；房屋租赁、汽车租赁；节能技术服务；机械工程技

术咨询服务；科技咨询及技术服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

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股权结构： 公司、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商泰公司75%、

25%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商泰公司资产总额11,823万元，负债总额11,887万元，

资产负债率100.54%。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974万元，利润总额-181万元，

净利润-185万元。

5.�晋航公司

晋航公司成立于1997年4月7日，注册资本为10,196.09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黎

明，注册地址为晋城开发区兰花路690号，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维修（按许可证核

定的范围和期限经营）；航空零备件制造；机械加工；电器电源设备修理；制作金属

防盗门；铝制品装潢制造；蓄电池制造；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工程；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建筑外窗加工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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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晋航公司100%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晋航公司资产总额20,865万元，负债总额9,151万元，资

产负债率43.86%。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210万元，利润总额568万元，净利

润416万元。

6.吉发公司

吉发公司成立于1989年4月17日，注册资本为9,459.72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

侃，注册地址为柳河县柳河镇靖安街，经营范围：飞机发动机、发动机部附件、燃气

轮机维修，发动机零备件、航空地面设备、发动机修理非标设备、汽车件、民用产品

制造(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

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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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持有吉发公司100%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吉发公司资产总额11,538万元，负债总额17,312万元，

资产负债率150.04%。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24万元，利润总额-7,580万元，

净利润-7,580万元。

7.贵动公司

贵动公司成立于1990年12月10日，注册资本为20,155.908538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徐玮，注册地址为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李家湾，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修理（型

号见许可证）；航空发动机衍生产品设计研发制造修理；航空发动机零部件修理；飞

机地面保障设备研发、生产和服务；零备件设计生产销售；黄磷包装桶制造；一、二

类压力溶器生产；不锈钢系列加工；金属制品及非标设备制造、安装。 水暖电安装，

机电设备安装。 金属材料采购仓储销售；石化产品采购仓储销售；技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持有贵动公司100%的股权。

截至2019年9月30日，贵动公司资产总额31,093万元，负债总额20,203万元，

资产负债率64.98%。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521万元，利润总额-518万元，

净利润-689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情况下，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为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可以支持子公司发展，保

证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公司上述委托贷款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四、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人民币22,500万元；公

司各子公司为其下属单位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人民币15,800万元， 逾期委托贷款

金额为0元。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证券代码：

600893

证券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

2020-08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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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1月2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1月22日13�点 30分

召开地点：西安市未央区天鼎酒店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1月22日

至2020年1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19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

执行情况的议案》

√

2

《关于2020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

3 《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申请2020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刊登于

2020年1月4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3、4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中

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

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

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93 航发动力 2020/1/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个人股及社会公众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

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

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证券账户卡、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 �登记时间：2020年1月21日9:00~11:30，14:00~17:00；2020年1月22日

9:00~11:30。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三)�登记地点：西安市未央区天鼎酒店。

(四)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并携带身份证

明、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验证入场。

截至 2020年1月15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 络投票

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

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六、 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9-86152009

传真：029-86629636

联系人：李俊良

通讯地址:西安市北郊徐家湾13号信箱 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710021

（二）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三）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

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1月22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19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

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2

《关于2020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3 《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4 《关于申请2020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