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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机电          公告代码：2017-057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21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1 收购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67,142.44 67,142.44 

2 收购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25,201.09 25,201.09 

3 贵州枫阳液压有限责任公司电磁阀扩大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6,400.00 6,400.00 

4 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航空电源生产能力提升项目 7,250.00 7,000.00 

5 
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航空液压作动器制造与维修能

力提升项目 
10,120.00 10,000.00 

6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航空悬挂发射系统产业化项目 25,260.00 25,000.00 

7 四川泛华航空仪表电器有限公司航空产品生产能力提升项目 8,240.00 8,000.00 

8 补充流动资金 61,256.47 61,256.47 

合计 210,870.00 210,000.00 

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航工业机电系统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

有的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所涉及的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发评报字[2017]第 110 号）（以下简称“《新

航集团资产评估报告》”），本次发行拟收购的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航集团”）100%股权评估值为 67,142.44 万元；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中航工业机电系统有限公司拟转让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

项目所涉及的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发评

报字[2017]第 109 号）（以下简称“《宜宾三江机械资产评估报告》”），本次发行拟



2 

收购的宜宾三江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三江机械”）100%股权评估值为

25,201.09 万元；上述评估结果尚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机电系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同意，

新航集团和宜宾三江机械股权的转让价格暂定为 67,142.44 万元和 25,201.09 万元。若

上述交易价格与最终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结果有差

异的，以经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拟收购由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相关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本事项时已回避表决。 

前述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前提下审议批准。 

本次发行方案及所涉及的交易尚需得到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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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内容 

1、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涉及的关联交易 

2017 年 8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

募集资金收购企业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发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如下： 

拟以 67,142.44 万元购买控股股东机电系统持有的新航集团 100%股权、以

25,201.09 万元购买实际控制人航空工业、控股股东机电系统以及华融资产合计持有

的宜宾三江机械 100%股权；基于上述事宜，机电系统与公司签署了《中航工业机电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关于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之购买协议》；航空工业、机电系统与公司签署了《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关于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72.55%股权之购买协议》；2017 年 7 月 24 日，宜宾三江机械 2017 年度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华融资产已签署关于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宜

的股东会决议，目前《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7.45%股权之购买协议》正在签署过程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公司股权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新航集团资产评估报告》，本次发行拟

收购的新航集团 100%股权评估值为 67,142.44 万元；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宜宾三江机械资产评估报告》，本次发行拟收购的宜宾三江机械 100%股权

评估值为 25,201.09 万元；上述评估结果尚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2017 年 8 月 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

金收购企业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发行部分募集资金

收购机电系统持有的新航集团 100%股权以及航空工业、机电系统、华融资产合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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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宜宾三江机械 100%股权等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

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均已经获得本公

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时，独立董事均已发表同意上述关联交

易的独立意见。 

此外，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还需履行如下审议程序： 

（1）此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

对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 

（2）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得到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核准。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说明 

（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28 号 

成立日期：2008 年 11 月 06 日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6,4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5732K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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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航空工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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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持有航空工业 100%股权，为航空工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资产总计 86,593,190 86,793,3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709,899 16,918,731 

营业总收入 6,925,530 37,119,7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4,424 308,352 

注：2016 年财务数据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一季度数据

未经审计。 

（二）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5 号曙光大厦 A 座 1 层 101 室 

成立日期：2010 年 07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王坚 

注册资本：44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27582W 

经营范围：各类飞行器、发动机配套的机载机电系统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的投资与管理；航天、船舶、电子信息相关的机电产品的销售；汽车部件及系统、工

业自动化与控制设备、智能系统及设备、机械制造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

机电设备及系统、专用车、电动车、制冷系统、摩托车的研制、生产、销售；软件信

息化产品生产、研发及服务；信息系统及产品、软件产品、安全与服务系统产品的研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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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中航机电系统的股权结构如下： 

 

航空工业持有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资产总计 11,963,831 11,992,3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91,633 1,967,180 

营业总收入 2,053,907 8,674,0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938 72,870 

注：2016 年财务数据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一季度数据

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新乡市建设中路 168 号 

成立日期：2004 年 10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高海军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00%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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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2,8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117708545471 

经营范围：航空机载产品（前置许可经营项目除外）、汽车零部件产品、机电产

品、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危化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以上产

品对外贸易经营。 

新航集团本次纳入上市范围业务主要为军用航空业务、非航空防务业务及民机业

务，其他资产进行了剥离，以下有关新航集团的描述及介绍均是指相关业务剥离后的

情况。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3、主营业务情况 

新航集团主营业务覆盖军用航空、非航空防务、民用飞机等三大业务领域，是中

国航空工业机载设备重点企业，具备飞机环境控制、流体污染测控、流体压力与流体

控制、流体热交换和金属钣焊、电子元件冷却以及高目金属丝网编织等技术实力。新

航集团产品涵盖过滤装置、液压集成、泵类、热交换器、控制活门和气液分离器等。 

4、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新航集团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5、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7）022631 号），新航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合

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最近一年及一期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100%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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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4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6,172.25 289,950.74 

负债总额 238,554.55 251,592.38 

净资产 27,617.70 38,358.36 

最近一年及一期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39,373.60 127,507.69 

营业利润 1,388.09 6,110.36 

净利润 937.72 6,29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791.75 59,057.73 

6、评估及交易价格 

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新航集团资产评估报告》，中发国际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4 月 30

日。 

本次拟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截至评估基准日，新航集团总

资产账面价值为 184,332.94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52,391.94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 31,941.00 万元；总资产评估价值为 219,534.38 万元，总负债评估价值为

152,391.94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67,142.44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增

值 35,201.44 万元。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67,142.44 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尚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7、其他情况说明 

新航集团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航集团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公司不存在为新航集团担保、委托理财等行为，新航集团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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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北路 72 号 

成立日期：1981 年 10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白锦春 

注册资本：20,67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00208850602B 

经营范围：军工产品（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及期限从事生产）；

航空产品、汽车零部件、塑编机械、制线机械设计、生产、销售；机电产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加工承揽业务；住宿（限取得许可的分支机构经营）。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宜宾三江机械的股权结构如下： 

 

3、主营业务情况 

宜宾三江机械主营业务涵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非航空防务、非航空民品等四

大业务板块，以流体精密控制和密封技术、附件集成技术、管路连接技术、弹射救生

系统动力机构制造技术为基础，承接航空机电产品和液压组合装置的研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以机电流体控制和密封技术为基础，承接商用车、乘用车、特种车制动系

统、执行与控制系统零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以航空液压、燃油、环

控救生、管路系统产品的研制与试验为基础、承担专用实验设备的设计和制造。 

4、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宜宾三江机械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公司 100%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7.45%

% 

6.29%

% 

66.2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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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7)022629 号），宜宾三江机械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合并报

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最近一年及一期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4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8,634.77 56,199.60 

负债总额 41,690.71 38,317.19 

净资产 16,944.06 17,882.42 

最近一年及一期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7,240.26 31,022.72 

营业利润 450.06 1,498.89 

净利润 512.21 1,69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9.15 1,274.91 

6、评估及交易价格 

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宜宾三江机械资产评估报告》，中发国

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4

月 30 日。 

本次拟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截至评估基准日，宜宾三江机

械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8,634.77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41,690.71 万元，净资产账面

价值为 16,944.06 万元；总资产评估价值为 66,891.80 万元，总负债评估价值为

41,690.71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5,201.09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增值

8,257.03 万元。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25,201.09 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尚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7、其他情况说明 

宜宾三江机械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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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宜宾三江机械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

变更，公司不存在为宜宾三江机械担保、委托理财等行为，宜宾三江机械不存在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与机电系统签订的《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

司关于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2）标的股权 

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权为乙方持有的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3）标的股权的定价依据及价格 

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并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发评报字[2017]第 110 号《资产评

估报告书》，新航集团截至评估基准日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67,142.44 万元。各方

在此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暂定为 67,142.44 万元。若上述交易价格与最

终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结果有差异的，以经备案的评

估结果为准。该等款项为甲方为取得标的股权应向乙方支付的全部价款，除有特殊约

定外，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就受让标的股权支付除上述款项之外的任何其它价款、费用

或支出。 

各方同意，甲方以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支付新航集团 100%股权的全部转

让价款 67,142.44 万元。如甲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不足以支付上述全部股权

转让款的，由甲方以自有资金支付差额部分。 

各方同意，乙方将在本协议生效且募集资金到账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股

权转让款。 

（4）期间损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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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确定的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即过渡期间）标的股

权产生的利润或亏损均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5）债权债务处理和员工安置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股权的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原由标的公司承担的债

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该标的公司承担。 

截至基准日，标的公司已经披露的负债由其继续承担；若存在其它未披露之负债，

则由乙方承担。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股权的转让，不涉及员工安置问题。原由标的公司聘任的员工

在交割日后仍然由该标的公司继续聘任。 

乙方应确保于基准日及标的股权交割日前不存在未予披露的欠付员工工资、保险、

福利等费用的情形，否则乙方应承担支付责任。 

（6）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 

本协议生效后，在乙方收到甲方交付的股权转让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须完

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乙方应积极配合和协助标的公司办理上述变更登记手续。 

对交易文件中未提及之本次股权转让须完成事项，本协议各方将本着平等、公平

和合理的原则，妥善处理。 

乙方应督促标的公司在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

方签发出资证明，并将甲方载入标的公司股东名册。 

（7）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

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

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如因受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限制，或因甲方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或因

国家有权部门未能批准/核准等原因，导致本次交易方案全部或部分不能实施，不视

任何一方违约。 

（8）协议的生效及终止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后成立，并自以下条件全

部成就后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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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经甲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批准，以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 

（2）本次交易经乙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批准； 

（3）本次交易标的股权评估值获得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 

（4）本次交易获得国防科工部门的批准； 

（5）本次交易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或其授权的国有出资企业批准； 

（6）甲方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7）取得其他有权机关之必要同意（如涉及）。 

终止：在交割日之前，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或发生由于不可抗力或本次交易所涉

各方以外的其他原因而不能实施，本协议终止。 

 

（二）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关于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72.55%股权之购买协议》 

公司与机电系统、航空工业签订的《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机电

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关于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72.55%股权

之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之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乙方之二：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乙方之一、乙方之二合称为“乙方”；甲方、乙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 

（2）标的股权 

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权为乙方持有的宜宾三江机械 72.55%股权。 

（3）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 

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并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发评报字[2017]第 109 号《资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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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标的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25,201.09 万元，标的股

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18,283.39 万元。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暂定

为 18,283.39 万元。上述评估报告尚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若上述交易价

格与最终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结果有差异的，以经备

案的评估结果为准。该等款项为甲方为取得标的股权应向乙方支付的全部价款，除有

特殊约定外，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就受让标的股权支付除上述款项之外的任何其它价款、

费用或支出。 

各方同意，甲方以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支付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

18,283.39 万元，其中向航空工业支付转让款 1,585.15 万元，向机电系统支付转让款

16,698.24 万元。如甲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不足以支付上述全部股权转让款

的，由甲方以自有资金支付差额部分。 

各方同意，甲方将在本协议生效且募集资金到账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股

权转让款。 

（4）期间损益安排 

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确定的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即过渡期间）标的股

权产生利润或亏损均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5）债权债务处理和员工安置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股权的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原由标的公司承担的债

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该标的公司承担。 

截至基准日，标的公司已经披露的负债由其继续承担；若存在其它未披露之负债，

则由机电系统、华融资产、航空工业按照转让前的股权比例承担。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股权的转让，不涉及员工安置问题。原由标的公司聘任的员工

在交割日后仍然由该标的公司继续聘任。 

乙方应确保于基准日及标的股权交割日前不存在未予披露的欠付员工工资、保险、

福利等费用的情形，否则机电系统、华融资产、航空工业按照转让前的股权比例承担

支付责任。 

（6）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 

本协议生效后，在乙方收到甲方交付的股权转让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须完

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乙方应积极配合和协助标的公司办理上述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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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易文件中未提及之本次股权转让须完成事项，本协议各方将本着平等、公平

和合理的原则，妥善处理。 

乙方应督促标的公司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10 工作日内向

甲方签发出资证明，并将甲方载入标的公司股东名册。 

（7）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

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

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如因受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限制，或因受让方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或

因国家有权部门未能批准/核准等原因，导致本次交易方案全部或部分不能实施，不

视任何一方违约。 

（8）协议的生效及终止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后成立，并自以下条件全

部成就后即生效： 

（1）本次交易经甲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批准，以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 

（2）本次交易经乙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批准； 

（3）本次交易标的股权评估值获得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 

（4）本次交易获得国防科工部门的批准； 

（5）本次交易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或其授权的国有出资企业批准； 

（6）甲方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7）取得其他有权机关之必要同意（如涉及）。 

终止：在交割日之前，发生由于不可抗力或者本次交易所涉各方以外的其他原因

而不能实施，本协议终止。 

2、《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宜

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7.45%股权之购买协议》 

2017 年 7 月 24 日，宜宾三江机械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股权转让事项，华融资产已签署关于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的股东会决议，目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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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宜宾三江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 27.45%股权之购买协议》正在签署过程中。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为保持公司良好的发展态势，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具有良好

发展前景的航空工业企业。本次收购有利于巩固公司航空机电主业，提高上市公司盈

利能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

能力将有所提升。 

2、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1）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经营的影响 

本次交易后，公司在现有航空机电业务领域的基础上，增加了与航空机电领域相

关的业务，公司的产品布局进一步优化，提升了公司的主营业务竞争力。 

（2）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本次拟收购的新航集团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总资产为 266,172.25 万元，净资产为 27,617.70 万元，2016 年度净利润为 6,291.92

万元，拟收购的宜宾三江机械截至 2017 年 4 月总资产为 58,634.77 万元，净资产为

16,944.06 万元，2016 年度净利润为 1,698.40 万元，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资

产规模，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并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六、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航空工业及公司控股股东机电系统，因上下

游配套业务关系，公司需向航空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提供航空零部件、原材料及

有关生产、劳务服务等；同时航空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也向公司提供零部件、原

材料及有关生产、劳动服务等。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机电系统是关联方航空工业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与机电系统因

日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关联交易均包括在公司与航空工业的关联交易往来中，主要关

联交易类型包括：采购货物、接受劳务、销售货物、提供劳务、关联租赁、资金拆借

等。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2017）0205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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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及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务数据，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 2016

年度及 2017 年第一季度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7年1-3月 2016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4,453.70 115,715.91 

注：上表中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与航空工业及其下属企业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下同。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7年1-3月 2016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57,236.27 396,186.45 

3、关联受托管理/承包及委托管理/出包情况 

单位：万元 

委托方/出包

方名称 

受托方/承包

方名称 

受托/承包

资产类型 

受托/承包起始

日 

受托/承包

终止日 

托管收益/承

包收益定价

依据 

2016年确认的

托管收益/承包

收益 

中航机电系

统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机

电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股权托管 2014年7月8日 见注释1 见注释2 2,669.81 

中航通用飞

机有限责任

公司 

中航工业机

电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股权托管 2014年7月8日 见注释1 见注释2 160.38 

注 1：上述受托管理期限为，自托管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下述日期中最先发生之日止：（1）目标股权转让并

过户至公司名下之日；或（2）目标股权由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或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并过户至第

三方名下之日；或（3）标的公司终止经营；或（4）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之日。 

注 2：托管收益及承包收益的定价政策如下：对于目标企业中当年盈利的企业，当年托管费用为按照公司受托

管理的股权比例计算的目标企业当年度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的 3‰（即：某标的公司当年营业收入额×受托管理的

股权比例×3‰）；对于标的公司中当年亏损的公司，当年托管费用为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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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租赁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1-3月 2016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房产、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

租赁 
174.01 495.69 

5、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2012-09-01 2017-02-01 

注：公司在 2016 年及 2017 年 1-3 月期间除与机电系统存在关联担保外，不存在对其他关联

方进行关联担保。 

6、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1-3月 2016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关联方资金拆入 45,200.00 244,197.18 

关联方资金拆出 - - 

 

7、关联方建筑施工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1-3月 2016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关联方建筑施工 125.00 2,028.84 

8、其他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1-3月 2016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其他综合服务 1,192.74 4,331.70 

本公司除上述其他关联交易外，还于 2016 年向中航工业集团财务公司以不附追索权方式转

让应收账款 113,618.8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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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前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

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充分沟通。独立董事认真审核相关资料，并进行充分论证后，同意

将相关关联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认可意见： 

公司拟以本次发行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持有的新乡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航机电

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分别持有的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7.45%、66.26%、6.29%股权（上述收购合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价

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备案的

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体现了公平、公允、公正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有关议

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意见； 

5、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公司关于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72.55%股权之购买协议； 

6、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关于新乡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购买协议。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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