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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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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下称“本次会议” ）通知于

2014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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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8日以现场方式在北京

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亲自出席董事12人，合计可履行董事权利义务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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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庞为先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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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关联交易的系列议案。 由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已完成，现按照实际经营规模，对2014年度各项关联交易实

际执行情况进行预计，在年度报告中进行最终披露，预计后的项目及金额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西安航空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庞为先生、张民生先生、宁福顺先生、王良先生、彭建武先生、赵岳先生回

避表决，其他6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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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5年度公司预计将与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发生大量关联交易。 为了方便

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拟按照确定的关联交易原则，就预计的关联交易情况与

上述各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

告》。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庞为先生、张民生先生、宁福顺先生、王良先生、彭建武先生、赵岳先生回

避表决，其他6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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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下属子公司的发展，2015年公司拟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33,375万元、美元

4,850万元，合计人民币263,057万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12）；各子公司拟对其下属单位提供担保，担保

总额为人民币117,130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对外

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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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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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为促进下属子公司的发展， 保证其生产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营，2015年度公司拟对下属主要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总额为人民币84,953万元，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公司为下属

其他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总额为人民币36,580万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12），董事会授权公司副总经理张

民生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对外签署相关协议； 各子公司为下属单位提供委托贷款总额为人民币21,800万元，董

事会分别授权黎明公司、黎阳动力和莱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对外签署相关协议。 上述委托贷

款的期限为1年。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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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53.62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贷款额度

39.62亿元（包含短期周转融资额度）,银行承兑汇票和票据贴现额度12亿元、信用证开证额度2亿元，董事会授

权公司副总经理张民生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各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拟在2015年度向相关金

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286.53亿元（包含短期周转融资额度），其中：银行贷款额度249.36亿元人民币（包含短期

周转融资额度）,银行承兑汇票和票据贴现额度28.43亿元、信用证开证额度8.74亿元，董事会授权相关单位法

定代表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对外签署相关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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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2015年7月12日届满。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项目已经实施完

成，公司发展战略、业务范围、资产规模、组织结构、人员管理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满足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完成后公司治理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公司董事长庞为先生，

副董事长张民生先生，董事宁福顺先生、王良先生、彭建武先生、赵岳先生、邱国新先生、高敢先生，独立董事池

耀宗先生、鲍卉芳女士、杨嵘女士、梁工谦先生已向公司提交了辞去董事职务的书面申请，同时提请董事会提

前进行换届选举。 董事会接受上述董事的辞职申请，同意其董事责任至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后解除。

公司董事会谨就张民生先生、王良先生、彭建武先生、赵岳先生、池耀宗先生、鲍卉芳女士、杨嵘女士任职

期间为董事会建设及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1人，独立董事4人。 公司按

照《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文件的规定进行提前换届。 公司控股股东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

限公司提名推荐庞为先生、陈锐先生、李勇先生、宁福顺先生、张姿女士、邱国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提名张曼曼女士、赵晋德先生、梁工谦先生、岳云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以上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名推荐高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 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本决议附件，该等董事候选人须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后正式上任，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还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人员的任免、推荐、提名手续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任职资格

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董事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

董事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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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相关事项如

下：

1、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月26日14时15分

2、股权登记日：2015年1月19日

3、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未央区天鼎酒店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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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2014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2）《关于2015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2015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4）《关于申请2015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5）《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

（6）《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8日

附件：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庞为：男，1960年07月出生，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工程专业，学士学位；长江商学院管理科学工程

学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专业在读博士。

2007.01-2007.09�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2007.09-2008.12�黎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2008.12-2010.09�中航工业防务事业部董事，发动机公司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黎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兼党委副书记；

2010.09至今 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分党组副书记；2011.04�至今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锐：男，1963年07月出生，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专业，学士学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热物

理专业研究生硕士；法国HEC�高等商学院EMBA。

2005.04-2008.09�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航空发动机部部长；

2008.09-2008.12�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筹备组副组长；

2008.12-2009.05�中航工业发动机董事、分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2009.05-2009.10�中航工业发动机董事、分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兼任发动机研究院分党组书记；

2009.10-2010.07�中航工业发动机董事、分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兼任发动机研究院分党组书记、中航动控

监事会主席；

2010.07-2012.02�中航工业发动机董事、分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兼任发动机研究院分党组书记、中航动控

监事会主席、中航哈轴董事长

2012.02-2012.09�中航工业发动机董事、分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兼任中航动控监事会主席；

2012.09至今 中航工业发动机董事、分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李勇：男，1958年02月出生，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系结构强度专业，工程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结构强度专业，工学博士。

2007.05-2008.09�中航一集团发动机事业部常务副总裁；

2008.09-2008.12�发动机公司筹备组成员；

2008.12-2010.09�中航工业发动机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2010.09-2012.01�中航工业发动机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2012.01至今 中航工业发动机特级专务、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宁福顺：男，1967年03月出生，毕业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财会专业，学士学位；西北工业大学EMBA硕

士。

2007.01-2008.06�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

2008.06-2009.03�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正部长级）；

2009.03-2012.07�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分党组成员、总会计师；

2012.07至今 中航工业发动机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姿：女，1970年08月出生，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动力控制专业，工学学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金融与

贸易专业，经济学硕士；长江商学院EMBA；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动力学院可靠性方向博士（在读）。

2008.08-2010.09�中航工业黎明董事、副总经理；

2010.09-2010.11�中航工业发动机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2010.11-2011.01�中航工业发动机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兼中航动控副董事长；

2011.01-2012.09�中航工业发动机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兼中航动控副董事长，中航工业无锡发动机控

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2.09-2014.01�中航工业发动机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兼中航动控董事长，中航工业无锡发动机控制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01至今 中航工业发动机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兼中航动控董事长。

邱国新：男，1954年04月出生，毕业于华中工学院船舶内燃机专业船舶内燃机设计与制造、管理专业，工学

学士。

2000.09-2008.07�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三司发动机处处长；

2008.07-2008.09�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四司综合调度处处长；

2008.09-2012.07�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四司副巡视员；

2012.07-2014.05�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一司副巡视员；

2014.05� �退休

高敢：男，1967年10月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学士学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专业硕士。

2006.06-2008.10�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总经理；

2008.10-2009.02�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改制办公室主任；

2009.02-2012.06�华融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2012.06至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事业部总经理。

独立董事简历：

张曼曼：女，1954年3月出生，毕业于湖北武汉电视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大专学历；北京理工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 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审计师。

2004.1-2008.12�审计署企业司处长、副司级审计员

2009.1-2013.12�审计署法规司副司级、正司级审计员

赵晋德：男，1951年6月出生，毕业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会计专业，大专。 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中国注

册会计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67.07-1978.11� �秦岭公司后勤部干事、会计员

1978.11-1981.07� �秦岭公司财务处会计员、室主任

1981.07-1983.09� �西安外贸学校学生

1983.10-1991.10� �秦岭公司财务处室主任、处长、副总会计师

1993.03-1997.03� �秦岭公司总会计师

1997.03-2011.06� �陕西航空工业局总会计师、副局长；

2011.06� �退休

梁工谦：男，1957年5月出生，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力学专业，学士学位；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宇航制造专业，

博士研究生。 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7.12至今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岳云：男，1970年11月出生，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社会科学专业，学士学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硕士。

2005.08-2008.05�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分所负责人；

2008.06-2014.05�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分所负责人；

2014.06至今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君都（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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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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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下称“本次会议” ）通知于

2014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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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8日以现场方式在北京

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亲自出席监事5人，合计可履行监事权利义务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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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先锋先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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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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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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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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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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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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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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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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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至2015年7月12日届满。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项目已经实施完

成，公司发展战略、业务范围、资产规模、组织结构、人员管理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满足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完成后公司治理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公司监事会主席杨先锋

先生，监事苏萍女士、杨继业先生、王文强先生、杨玉堂先生已向公司提交了辞去监事职务的书面申请，同时提

请监事会提前进行换届选举。 监事会接受上述监事的辞职申请，同意其监事责任至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监事会后解除。

公司监事会谨就杨先锋先生，苏萍女士、杨继业先生、王文强先生、杨玉堂先生任职期间为监事会建设及

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1人，职工监事1人。公司按照《公司章

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文件的规定进行提前换届。 公司控股股东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提名

推荐倪先平先生、王志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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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特此公告。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月8日

附件：第八届监事会成员简历

倪先平：男，1956年03月出生，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直升机设计专业，学士学位；南京航空学院飞行

器设计专业，工学硕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工学博士。

2006.02-2008.09�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

2008.09-2013.03�中航工业防务分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2013.03至今 中航工业特级专务。

王志标：男，1958年10月出生，毕业于洛阳工学院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工学学士。

2001.07-2010.09�北京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

2010.09-2011.05�中航工业基础院高级专务；

2011.05至今 中航工业高级专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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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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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

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关于2015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庞

为先生、张民生先生、宁福顺先生、王良先生、彭建武先生、赵岳先生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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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董事会就上述议案

作出的决定，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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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4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关联交易的系列议案。 由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已完成，现按照实际经营规模，对2014年度各项关联交易实

际执行情况进行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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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公告金额

2014

年

预计金额

备注

(2014

年预计

超出公告所占比例

）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系统内

销售商

品

国家定价

、

市场价格定价

830,597.00 787,284.00 -5%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系统内

提供劳

务

市场价格定价

54,800.00 38,526.00 -29.7%

合计

885,397.00 825,810.00 -6.7%

2014年提供劳务预计金额较2014年公告金额减少16,274万元，减幅29.7%，主要原因是：航空动力（西安地

区）对西航集团新产品试制减少23,000万元，南方公司提供劳务增加2,000万元，黎阳动力提供劳务增加1,

400万元所致。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提供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14

年

公告金额

2014

年

预计金额

备注

(2014

年预计

超出公告所占比例

）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系统内

购买商品 国家定价

780,000.00 820,074.00 5%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系统内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定价

65,223.00 87,501.00 34%

合计

845,223.00 907,575.00 7%

2014年接受劳务预计金额较2014年公告金额增加22,278万元,增幅34%，主要原因是航空动力（西安地

区）土建工程增加9,300万元，黎明公司接受劳务减少13,000万元，南方公司接受劳务增加28,000万元，属预

计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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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公告金额

2014

年

预计金额

备注

(2014

年预计

超出公告所占比

例

）

西安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西安航空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房屋

13,720.00 5,395.00

西安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西安航空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

964.00 432.00

沈阳黎明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房屋

2,795.00 1,511.00

中航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

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机器设备

3,167.00 3,025.00

通化吉发航空

发动机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吉林中航航空

发动机维修有限

责任公司

设备房屋

430.00 450.00

中航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

吉林中航航空

发动机维修有限

责任公司

机器设备

43.00 1,500.00

中航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

贵州航飞精密

制造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200.00 783.00

贵州黎阳航空

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贵州黎阳航空

动力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5.00

湖南南方宇航

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

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设备房屋

188.00

株洲南方摩托车有限公

司

中国南方航空

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设备房屋

77.00

合计

21,319.00 13,366.00 -37.3%

2014年公司承租预计金额较2014年公告金额减少7,953万元,减幅37.3%，主要原因是航空动力（西安地

区）下半年对西航集团承租减少8,857万元，黎明公司承租减少1,426万元，南方公司承租增加1,742万元，黎

阳动力承租增加588万元所致。

4、支付借款利息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14

年

公告金额

2014

年

预计金额

备注

(2014

年预计

超出公告所占比例

）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系统内

借款

、

票据

、

长期债券利息

65,000.00 52,830.00 -19%

2014年公司支付借款利息预计金额较2014年公告金额减少12,170万元，减幅19%，主要原因是黎明公司

利息支出减少4,692万元，南方公司利息支出减少1,100万元，黎阳动力利息支出减少3,563万元。

5、贷款、存款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14

年

公告金额

2014

年预计

金额

备注

(2014

年预计超出公

告所占比例

）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系统内

借款

、

票据

、

保函

、

保理

、

长

期债券余额

900,000.00 1,102,696.00 23%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最高存款限额

300,000.00 247,000.00

2014年公司借款、票据、保函、保理、长期债券余额预计金额较2014年公告金额增加202,696万元,增幅

23%，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减少财务费用，利用中航工业融资平台，采用借款、票据、保函、保理、长期债券等业务

方式获取财务公司利率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导致借款、票据、保函、保理、长期债券余额有所增加。

6、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2014

年

公告金额

2014

年

预计金额

备注

(2014

年预计超

出公告

所占比例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

统内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

40,000.00 30,000.0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

统内

中国南方航空

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30,000.0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

统内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

150,000.0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

统内

贵州黎阳航空

动力有限公司

220,000.00 111,400.0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

统内

中航工业贵州航空

动力有限公司

10,000.00 8,050.00

合计

450,000.00 149,450.00 -67%

2014年公司担保预计金额较2014年公告金额减少300,550万元，减幅67%，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各家子公司

增资、委托贷款使各子公司归还担保贷款减少所致。

公司以上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下称“中航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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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易对方为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

联交易。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赞成票6票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庞为先生、张民生先生、宁

福顺先生、王良先生、彭建武先生、赵岳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池耀宗先生、梁工谦先生、鲍卉芳女士、杨嵘女

士投票赞成，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权。本议案所包括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议案所包括的关

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于2015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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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工业控制的下

属企业（不包括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中航工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中航工业控制的下属企业为公

司的关联方，公司与中航工业控制的下属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已完成，预计2015年度，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

业（下称“公司” ）将与中航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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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常订立新的关联交易协议，无法将每份协议提交

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为了方便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拟依据如下关联交

易原则和顺序，就持续性关联交易与各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1）如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2）如无政府定价的，有指导性规定的，按其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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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理

的利润。

2、201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接受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15

年预计

发生金额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统内 销售商品 国家定价

、

市场价格定价

850,000.0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统内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40,000.00

合 计

890,000.00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提供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15

年预计发生金额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统内 采购商品 国家定价

1,000,000.0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统内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120,000.00

合 计

1,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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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预计租赁支

出

定价

依据

西安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

设备房屋

735.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西安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

土地

90.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沈阳黎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房屋

1,431.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机器设备

3,025.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沈阳黎明法拉航空动力

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400.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通化吉发航空发动机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中航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

公司

设备房屋

450.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吉林中航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

公司

机器设备

1,500.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贵州航飞精密制造有限

公司

机器设备

783.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

公司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

公司

机器设备

5.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设备房屋

188.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株洲南方摩托车有限

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设备房屋

72.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湖南南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设备房屋

100.00

参考市场

价格定价

合计

8,779.00

（4）支付借款利息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15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统内 借款

、

票据

、

长期债券利息

65,000.00

（5）贷款、存款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15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统内

借款

、

票据

、

保函

、

保理

、

长期债券

余额

1,300,000.00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存款最高限额

300,000.00

（6）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2015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系统内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下属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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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赞成票6票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庞为先生、张民生先生、宁

福顺先生、王良先生、彭建武先生、赵岳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池耀宗先生、梁工谦先生、鲍卉芳女士、杨嵘女

士投票赞成，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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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情况如下：

1、沈阳黎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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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为沈阳市大东区东塔街6号，经营范

围为航空机械设备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安装、维修、检测（上门服务）；

机械设备、专用工具及零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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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展示及会议服务。

股权结构：中航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黎明科技93.22%的股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黎明科技6.78%的股权。

2、通化吉发航空发动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吉发科技” ）

吉发科技成立于2013年4月11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万元，注册地址为柳河县柳河镇靖安街。 经营范围

为飞机发动机及发动机部附件、燃气轮机修理技术研发；发动机零备件、航空地面设备、发动机修理非标设备、

汽车零件、民用机械设备制造；船舶维修；农作物种植、加工、销售；山野菜加工、销售；禽类屠宰、牲畜屠宰类项

目（仅限分公司经营〕

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吉发科技100%股权。

3、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中航租赁” ）

中航租赁成立于1993年11月5日，注册资本272,558万元，经营范围为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及地面设备、

机电类与运输类资产的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系统集

成，国内贸易，展览，实业投资，相关咨询服务等。

中航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中航租赁57.741%的股权。

4、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财司” ）

中航财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注册资本25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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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委托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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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除股票二级市场投资以

外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航财司44.5%的股权。

5、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黎阳公司” ）

黎阳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30日，注册资本为80,000万元，注册地址为贵阳市高新区兴黔西路1号，经营

范围为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发制造修理，航空发动机零部件转包生产，汽车零部件制造，机械设备研发制造，环

保产品研发制造，机电产品研发制造，建材设备研发制造，通讯设备制造，通用机械产品制造，进出口贸易，航

空产品生产物资及民用五金、钢材、有色金属采购、仓储、物流、经营，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技术研究应用及培

训（以上经营范围限有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黎阳公司100%的股权。

6、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南方宇航” ）

南方宇航成立于2009年6月17日，注册资本为21,810万元，注册地址为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高科技

工业园内，经营范围为航空发动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机械零部件、通用设备、环保设备生产、制造、销售以及

相关的技术咨询、转让；设备、房屋租赁、电动汽车销售；风电、工程机械、船舶、铁路运输、城轨交通运输、燃机的

高精传动系统的开发、制造与销售；以下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电动车开发、生产；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持股30.77%，中航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7.13%，成都发动机（集

团） 有限公司持股17.13%， 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3.56%，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1.13%，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28%。

7、株洲南方摩托车有限公司（“南方摩托” ）

南方摩托成立于2009年6月17日，注册资本为2,175万元，注册地址为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高科园，

经营范围为摩托车及发动机，电动摩托车开发、生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上述项目中，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摩托车配件生产、销售；摩托车维修服务；电机产品（需专项审批的除外）生产、销售；上述相

关技术咨询及转让服务；资产租赁、经营。

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持有南方摩托100%股权。

8、湖南南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南方科技” ）

南方科技成立于2010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为2,977,700元，注册地址为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株董路886

号，经营范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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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的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中航工业持股67.20%，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28.40%，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持

股4.40%。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于2014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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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

4、支付借款利息。

5、贷款、存款。

6、担保。

（二）《关于2015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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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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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2014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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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理的

利润。

（二）《关于2015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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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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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2014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关联交易的系列议案。 由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已完成，现按照实际经营规模，对2014年度各项关联交易实

际执行情况进行预计，在年度报告中进行最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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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2015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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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工业控制的下

属企业（不包括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中航工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中航工业控制的下属企业为公

司的关联方，公司与中航工业控制的下属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已完成，预计2015年度，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

业（下称“公司” ）将与中航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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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常订立新的关联交易协议，无法将每份协议提交

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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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交易为本公司长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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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2014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就该项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向本人提供了上述议案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

得了本人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在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庞为先生、张民生先生、宁福顺先生、王良先

生、彭建武先生、赵岳先生亦按规定回避表决，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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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同意公司董事会就上述议案作出的决定， 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二）《关于2015年度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就该项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向本人提供了上述议案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

得了本人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在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庞为先生、张民生先生、宁福顺先生、王良先

生、彭建武先生、赵岳先生亦按规定回避表决，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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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同意公司董事会就上述议案作出的决定， 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8日

股票代码：

600893

股票简称：航空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5-5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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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为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山西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

任公司、西安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西安西罗航空部件有限公

司、西安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西安安泰叶片技术有限公司等9家下属子公司提

供担保。

公司下属子公司为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北京黎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南方航鑫机械装

备有限责任公司、吉林中航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中航动力精密铸造有限公司、贵州凯阳航空发

动机有限公司、贵州黎阳天翔科技有限公司、贵州黎阳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航工业贵州航空动力有限公

司、贵州航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遵义航动科技有限公司等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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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下属子公司的发展，2015年公司拟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33,375万元、美元

4,850万元，合计人民币263,057万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12）；各子公司拟对其下属单位提供担保，担保

总额为人民币117,130万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直接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0,199万元、美元569.3万元；上述

下属子公司为其下属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2,483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年1月8日，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12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为促进下属子公司的发展，2015年公

司拟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33,375万元、美元4,850万元，合计人民币263,057万元（美

元兑人民币汇率1：6.12）；相关子公司拟对其下属单位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17,130万元。

一、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单位

名称

2014

年实际

担保余额

2015

年预计担保金

额

2015

年预计担保余额

美元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1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

司

3,025 3,025 1,227

2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170,000 170,000

3

山西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

责任公司

1,550 1,550 1,550

4

西安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

限公司

12,775 27,100 27,100

5

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

6,500

8,500 8,500

500 500

6

西安西罗航空部件有限公司

300 1,000 600

7

西安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 200 100

9,500 9,500 9,500

69.3 624 3,000 5,000 500 2,000

8

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0 6,125 400 6,000 400 6,000

2,000

9

西安安泰叶片技术有限公司

450 450

合计

569.3 40,199 4,850 233,375 1,950 226,477

二、相关子公司为下属单位提供担保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单位名称 被担保单位名称

2014

年

实际担保

余额

2015

年

预计担保

金额

2015

年

预计担保余

额

1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10,000

2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北京黎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 6,000 6,000

3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

司

株洲南方航鑫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

200 200

4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

司

吉林中航航空发动机

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3,900 3,900 3,900

5

山西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

责任公司

吉林中航航空发动机

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1,500 1,500 0

6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

公司

贵阳中航动力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7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

公司

贵州凯阳航空

发动机有限公司

12,500 14,500 14,500

8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

公司

贵州黎阳天翔科技有限公司

8,000

25,200 25,200

4,000 4,000

9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

公司

贵州黎阳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0 4,000 4,000

10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

公司

中航工业贵州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14,264 14,264

11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

公司

贵州航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4,800 8,783 8,783

12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

公司

遵义航动科技有限公司

400 400 400

13

中航工业贵州航空动力

有限公司

贵州航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3,983 3,983

14

中航工业贵州航空动力

有限公司

遵义航动科技有限公司

400 400

合计

52,483 117,130 111,247

本次担保事项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下属子公司基本情况

1、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沈阳黎明公司” ）

公司名称：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4年1月

注册资本：213,732.0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塔街6号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工业产品、压力容器加工制造、机械设备技术咨询服务、测绘、房屋租赁、锻造、铸

造、电镀热处理、货物运输、铝型材制品加工、服装加工、国内一般商业贸易、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等。

公司持有沈阳黎明公司100%的股权。

沈阳黎明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33,511.93万元，利润总额33,179.45万元，净利润24,114.71万元，

年末资产总额1,266,451.6万元， 负债总额1,042,669.6万元， 资产负债率82.33%。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

75.38%。

2015年公司拟为其提供融资租赁担保3,025万元，预计担保期限一年。

2、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黎阳动力公司” ）

公司名称：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9月30日

注册资本：6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白云镇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及其衍生产品的研发、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和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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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物资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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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黎阳动力公司100%的股权。

贵州黎阳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47,319.3万元，利润总额5,462.86万元，净利润5,221.1万元，年末

资产总额586,281.91万元，负债总额514,931.4万元，资产负债率87.83%。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83.78%。

2015年公司拟为其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70,000万元人民币， 预计担保期限一年； 长期借款担保100,

000万元，用于贵阳产业园区建设，预计担保期限十年。

3、山西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晋航公司” ）

公司名称：山西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4月

注册资本：10,196.0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晋城开发区兰花路690号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维修、航空零备件制造、机械加工、电气电源设备修理、制作金属防盗门、铝制品装

潢制造、蓄电池制造等。

公司持有山西晋航公司100%的股权。

山西晋航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0,375.84万元，利润总额895.59万元，净利润万695.39元，年末资产

总额19,167.72万元，负债总额10,745.42万元，资产负债率56.06%。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63.48%。

2015年公司拟为其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1,550万元，预计担保期限一年。

4、西安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莱特公司” ）

公司名称：西安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5月

注册资本：42,45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安市明光路出口加工区（莱特厂房）

经营范围：主要有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零部件的制造、销售、研发、检测、修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机械加工和保税物流业务。

公司持有莱特公司100%的股权。

莱特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49,309.69万元，利润总额2,755.72万元，净利润2,359.79万元，年末资产

总额92,410.46万元，负债总额41,778.77万元，资产负债率45.21%。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46.24%。

2015年公司拟为其提供贷款担保27,1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 其中：3,000万元预计担保期限一年；

24,100万元预计担保期限五年。

5、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铝业公司” ）

公司名称：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7月

注册资本：20,328.3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销售；铝型材、隔热型材的研制、生产、销售；建筑物室内外装饰装修设计、施工；建筑物

各种门窗、幕墙的设计、制造、安装；玻璃深加工、金属材料的表面处理、建筑钢结构工程设计、制造、安装；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承包境外建筑幕墙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

计、监理项目；上述境外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

公司持有铝业公司80.935%的股权。

铝业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5,358.44万元，利润总额-988.39万元，净利润-978.13万元，年末资产总

额23,275.34万元，负债总额16,669.8万元，资产负债率71.62%。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54.58%。

2015年公司拟为其提供贷款担保8,500万元人民币，预计担保期限一年；银行承兑汇票担保人民币500万

元，预计担保期限一年。

6、西安西罗航空部件有限公司（“西罗公司” ）

公司名称：西安西罗航空部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年6月

注册资本：1,827万美元

注册地址：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航空发动机叶片，提供修理、修配、装配、测试服务。

西罗公司由公司和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持股比例为51%。

西罗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8,239.63万元，利润总额183.26万元，净利润147.32万元，年末资产总额

28,035.47万元，负债总额13,050.51万元，资产负债率46.55%。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52.53%。

2015年公司拟按航空动力占该公司出资额的比例51%，为其提供贷款担保1,0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预

计担保期限一年。

7、西安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商泰进出口公司” ）

公司名称：西安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4月

注册资本：2,6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

经营范围：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经营，开展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

转口贸易。

商泰进出口公司是由公司和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天鼎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持股比例为75%。

商泰进出口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8,005.57万元，利润总额-985.1万元，净利润-780.03万元，年末

资产总额31,763.76万元，负债总额30,267.69万元，资产负债率95.29%。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98.78%。

2015年公司拟为其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4,700万元、 美元3,000万元， 其中： 网上支付税费保函担保

200万元人民币、开立保函或信用证担保5,000万元人民币和3,000万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9,500万元人民

币，以上预计担保期限均为一年。

8、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商泰机械公司” ）

公司名称：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4年7月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安出口加工区

经营范围：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燃气轮机及机电产品的维修、机电产品

的技术研发和测量、金属材料及建筑材料的销售、保税物流等。

商泰机械公司为莱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商泰机械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3,558.16万元，利润总额25.31万元，净利润183.89万元，年末资产

总额34,975.93万元，负债总额27,760.4万元，资产负债率79.37%。 预计2014年实现资产负债率77.68%。

2015年公司拟为其提供流动资金贷款等担保人民币6,000万元、 美元400万元 （人民币和美元可等值互

转），开立保函或信用证担保2,000万元，预计担保期限一年。

9、西安安泰叶片技术有限公司（“安泰公司” ）

公司名称：西安安泰叶片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12月

注册资本：1，473.72万美元

注册地址：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十路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商用航空发动机、工业和海运用燃气轮机、蒸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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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中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相关许可后方可

生产的产品）。

安泰公司是由陕西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的外经贸陕省外字（1997）0003号文件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企

业，批准经营年限30年。其中：公司持有其48.13%的股权、美国联合技术公司持有其18.87%的股权，以色列国际

叶片技术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以2美元受让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和以色列国际叶片技术

公司持有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安泰公司100%的股权，安泰公司需要向国内银行贷款归还德

意志银行450万美元的贷款，该笔贷款待公司对安泰公司股权收购完成后，由公司进行担保。

安泰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5,269万元，利润总额-2,570万元，净利润-2,570万元，年末资产总额

11,190万元，负债总额7,959万元，资产负债率71.13%。 预计2014年实现资产负债率71.5%。

2015年公司拟为其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450万美元，预计担保期限一年。

（二）各子公司下属单位基本情况

1、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中航动力物流” ）

公司名称：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29日

注册资本：34,83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路718号527室

经营范围：国际货运代理，物流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会展服务，商务咨询（除经纪），汽车零部件、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塑胶原料及制品、金

属材料及制品、航空发动机及零部件、燃机及零部件、润滑油、燃料油（除危险化学品）、饲料及原料、电子产品

的销售及售后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中航动力物流是由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八家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各公司持股权分

别为39.14%、17.39%、10.87%、10.87%、6.52%、6.52%、6.52%、2.17%。 航空动力实际控制股权合计58.7%

中航动力物流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87,483.62万元，利润总额2,055.18万元，净利润1,523.63万元，年末

资产总额87,273.31万元，负债总额40,756.64万元，资产负债率46.7%。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52.12%。

2015年沈阳黎明公司拟为其提供贷款担保10,000万元，预计担保期限一年。

2、北京黎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黎明瑞泰公司” ）

公司名称：北京黎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09月29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号41号楼301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销售飞机发动机零配件、焦炭、石蜡、塑料、橡胶、电子

元器件、工装工具、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饲料、矿

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北京黎明瑞泰公司是由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隆祥航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康吉

森燃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及北京东方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各公司持股权分别为60%、

26.5%、6.75%、6.75%。

北京黎明瑞泰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03,651.55万元，利润总额-167万元，净利润-139万元，年末

资产总额29,160万元，负债总额23,823.72万元，资产负债率81.7%。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79.24%。

2015年沈阳黎明公司拟为其提供贷款担保6,000万元，预计担保期限一年。

3、株洲南方航鑫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航鑫公司” ）

公司名称：株洲南方航鑫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5月16日

注册资本：7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株洲市芦淞区董家段高科园

经营范围：主要有轧波机设计、生产、销售与服务及其它机械产品研发、加工、制造、销售。

航鑫公司是南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由南方公司与李跃斌等8名自然人（占股比例31%）出资组建的公司，

南方公司持股比例为69%。

航鑫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603万元，利润总额50万元，净利润41万元，年末资产总额1,114万元，

负债总额354.7万元，资产负债率31.84%。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27.28%。

2015年南方航空公司拟按占该公司出资额的比例69%，为其提供贷款担保200万元人民币，预计担保期限

一年。

4、吉林中航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中航工业吉发” ）

公司名称：吉林中航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4月17日

注册资本：9,459.7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吉林省柳河县柳河镇靖安街

经营范围：主要有飞机发动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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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工业吉发是由南方公司出资组建，南方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中航工业吉发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0,410.3万元，利润总额1,176.8万元，净利润876.9万元，年末资产

总额18,016万元，负债总额14,602万元，资产负债率81.05%。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75.42%。

2015年南方航空公司拟为其提供贷款担保3,900万元人民币，预计担保期限一年。山西航空发动机维修有

限公司为其提供贷款担保1,500万元，担保期限至2015年4月份，到期后担保责任自动解除。

5、贵阳中航动力精密铸造有限公司（“贵阳精铸公司” ）

公司名称：贵阳中航动力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8日

注册资本：45,835.4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沙文生态科技产业园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航空发动机、非航空发动机精密铸造叶片毛坯及成品、精密铸造结构件、陶瓷型

芯、铸造母合金的研发、试制、生产、修理、销售和服务；本公司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及所需机械设备、零部件及

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项目除外）；发动机零部件转包生产、销售；以精密铸造为核心技术

的相关业务产品发展及经营；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贵阳精铸公司是2014年4月黎阳动力公司将其精密铸造业务分离出来成立的新公司， 黎阳动力公司持股

比例为100%。

贵阳精铸公司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25.6%。

2015年黎阳动力公司拟为其提供贷款担保20,000万元人民币，预计担保期限一年。

6、贵州凯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凯阳公司” ）

公司名称：贵州凯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9月28日

注册资本：7,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贵阳市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133室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及附件修理，航空发动机及其附件、零件、技术资料，设备的进出口，技术服务。

凯阳公司是由黎阳动力公司与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组建的公司， 黎阳动力公司持股比例为

55%。

凯阳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5,006.06万元，利润总额123.2万元，净利润123.2万元，年末资产总额23,

767.3万元，负债总额16,118.98万元，资产负债率67.82%。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67.94%。

2015年黎阳动力公司拟按占该公司出资额的比例55%，为其提供贷款担保14,500万元人民币，预计担保

期限一年。

7、贵州黎阳天翔科技有限公司（“黎阳天翔公司” ）

公司名称：贵州黎阳天翔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2月17日

注册资本：1,25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金阳科技主业园标准厂房6号楼一层

经营范围：发烟机/洗消装备、航空发动机保障设备、存储介质销毁设备、节能环保燃料燃烧器、固体垃圾、

污水处理设备、DCS/PLC测控系统集成设备及相关工程的研发、生产、销售；非标设备设计、制造；机电设备安

装；仪器仪表、建筑材料、工程机械设备及零部件销售、节能制酒设备设计、制造；计算机软件开发和信息系统

集成；电力电器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咨询服务、普通劳务、会议会务及接待等。

黎阳天翔科技公司是由黎阳动力公司与郑登强等8名自然人出资组建的公司， 黎阳动力公司持股比例为

68%。

黎阳天翔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1,303.1万元，利润总额-176.22万元，净利润-134.33万元，年末资

产总额15,271.48万元，负债总额12,554.68万元，资产负债率82.21%。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94.57%。

2015年黎阳动力公司拟按占该公司出资额的比例68%，为其提供贷款担保25,200万元人民币，其中：18,

000万元预计担保期限一年、7,200万元预计担保期限三年；提供银行承兑汇票担保4,000万元人民币，预计担

保期限一年。

8、 贵州黎阳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黎阳装备公司” ）

公司名称：贵州黎阳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9月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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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维修、改造、生产线优化）、工程服务（设备搬迁、安装、调试）、机电备件、设备整体销售、机床工具设计、

制造和销售。

黎阳装备公司是由黎阳动力公司与东莞阳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6%）、刘亚声等自然人（持股

比例33%）出资组建的公司，黎阳动力公司持股比例为51%。

黎阳装备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038.63万元，利润总额105.38万元，净利润79.03万元，年末资产总

额2,161.2万元，负债总额1,082.11万元，资产负债率50.07%。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70.81%。

2015年黎阳动力公司拟按占该公司出资额的比例51%，为其提供贷款担保4,000万元人民币，预计担保期

限一年。

9、中航工业贵州航空动力有限公司（“贵动公司” ）

公司名称：中航工业贵州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0年12月10日

注册资本：11,849.5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遵义市汇川区李家湾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修理；一、二类压力容器生产；航空发动机衍生产品设计研发制造修理；零备件设计

生产销售；黄磷桶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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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产

品采购仓储销售；金属材料采购仓储销售；技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

经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得批准前的项目不得经营）。

贵动公司目前为黎阳动力下属子公司，黎阳动力持股比例为100%。

2014年贵动公司的贷款担保由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担保。 2015年改由黎阳动力公

司为其提供贷款担保。

贵动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923万元，利润总额375万元，净利润374万元，年末资产总额31,447万

元，负债总额18,648.07万元，资产负债率59.3%。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71.55%。

2015年黎阳动力公司拟为其提供贷款担保14,264万元人民币，预计担保期限一年。

10、贵州航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航飞公司” ）

公司名称：贵州航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8月12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李家湾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零部件、航空航天紧固件、橡胶件及动力锂电配件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

航飞公司是由贵动公司与黎阳动力公司（持股比例19%）、贵州华睿博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0%）出资组建的公司，贵动公司持股比例为41%，为控股股东。

航飞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676万元，利润总额60万元，净利润27万元，年末资产总额6,853万元，

负债总额5,825.05万元，资产负债率85%。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87.71%。

2015年黎阳动力公司拟为其提供贷款担保8,783万元人民币，预计担保期限一年。中航工业贵州航空动力

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贷款担保3,983万元，担保期限至2015年10月份，到期后担保责任自动解除。

11、遵义航动科技有限公司（“航动公司” ）

公司名称：遵义航动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8月17日

注册资本：6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香港路通达商住楼1-302号

经营范围：退役航空发动机衍生产品（非航产品）设计、研发、制造及修理等；普通零备件设计、生产、销售

等；不锈钢系列加工；金属制品及非标设备制造、安装；水暖电及机电设备安装；以上项目技术咨询服务；销售：

石化产品（不含成品油）、金属材料。 （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的项目不得经营）。

航动公司是贵动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贵动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航动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948万元，利润总额-31万元，净利润-27万元，年末资产总额1,473万元，

负债总额1,384.62万元，资产负债率94%。 预计2014年资产负债率90.91%。

2015年黎阳动力公司拟为其提供贷款担保400万元人民币，预计担保期限一年。中航工业贵州航空动力有

限公司为其提供贷款担保400万元，担保期限至2015年3月份，到期后担保责任自动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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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0,199万元、美元569.3万元；上述子公

司为其下属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2,483万元，逾期担保金额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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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担保金额为0。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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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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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贵

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西安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西安西航集

团铝业有限公司、西安西航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西安商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西安中航动力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西安安泰叶片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公司下属子公司为沈阳黎明法拉航空动力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沈阳黎明国际动力工业有限公司、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北京黎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黎

明航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上海黎明飞浦工贸有限公司、沈阳中航动力精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贵州黎阳装

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金额：2015年度公司拟对下属主要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总额为人民币84,953万元，公司为下

（下转B02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