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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

司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仑金融租赁”）拟为其

全资子公司航诚（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诚”）、

航瑞（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瑞”）、航达（天津）

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达”）、航星（天津）飞机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星”）、航利（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航利”）、航福（天津）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福”）

分别提供不超过 200,000,000 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17年 8月 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7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56）。本次昆仑金融租赁对上述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在上述议案批准的事项及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附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1.昆仑金融租赁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航诚飞机租赁业务办理贷

款签署的《保证合同》 

被担保人（借款人）：航诚（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32 个月或飞机租赁合同的剩

余租期（以二者中先到期的为准），保证期间为各项被担保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0,000 元人民币 

2.昆仑金融租赁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航瑞飞机租赁业务办理贷

款签署的《保证合同》 

被担保人（借款人）：航瑞（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32 个月或飞机租赁合同的剩

余租期（以二者中先到期的为准），保证期间为各项被担保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0,000 元人民币 

3.昆仑金融租赁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航达飞机租赁业务办理贷

款签署的《保证合同》 

被担保人（借款人）：航达（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35 个月或飞机租赁合同的剩

余租期（以二者中先到期的为准），保证期间为各项被担保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0,000 元人民币 

4.昆仑金融租赁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航星飞机租赁业务办理贷

款签署的《保证合同》 



被担保人（借款人）：航星（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41 个月或飞机租赁合同的剩

余租期（以二者中先到期的为准），保证期间为各项被担保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0,000 元人民币 

5.昆仑金融租赁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航利飞机租赁业务办理贷

款签署的《保证合同》 

被担保人（借款人）：航利（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41 个月或飞机租赁合同的剩

余租期（以二者中先到期的为准），保证期间为各项被担保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0,000 元人民币 

6.昆仑金融租赁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航福飞机租赁业务办理贷

款签署的《保证合同》 

被担保人（借款人）：航福（天津）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41 个月或飞机租赁合同的剩

余租期（以二者中先到期的为准），保证期间为各项被担保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0,000 元人民币 

以上担保合同均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在北京签署。 

以上对外担保事项及金额均符合《公司 2017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的议案》规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昆仑金融租赁对前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在

该议案批准的事项及额度范围内。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

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本次担保是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括上述担保）为 152,680 万元

人民币以及 7,200万美元。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其他 

1．对外担保公告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其他进展或变化

情况； 

2．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签署的保证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3 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成立日期 
持股

比例 

注册资

本（万元

人民币） 

注册地点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 

总资产

（亿

元） 

总负债

（亿

元） 

所有者

权益

（亿

元） 

营业收

入（万

元） 

净利润

（万元） 

资产

负债

率 

航诚（天

津）飞机租

赁有限公

司 

2015年 11

月 5 日 
100% 10 

天津自贸区

（东疆保税港

区）洛阳道 601

号（海丰物流

园七号仓库 3

单元-285） 

林建楠 

融资租赁以及融资租赁相关

的进出口业务；接受承租人的

租赁保证金；受让和转让应收

租赁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境

外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变

卖及处理；经济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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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3.43 -0.17 1881.04 -1209.60 105.2% 

航瑞（天

津）飞机租

赁有限公

司 

2015年 11

月 5 日 
100% 10 

天津自贸区

（东疆保税港

区）洛阳道 601

号（海丰物流

园七号仓库 3

单元-286）） 

林建楠 

融资租赁以及融资租赁相关

的进出口业务；接受承租人的

租赁保证金；受让和转让应收

租赁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境

外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变

卖及处理；经济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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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3.33 -0.03 1871.90 750.46 100.9% 



航达（天

津）飞机租

赁有限公

司 

2016 年 5

月 11 日 
100% 10 

天津自贸区

（东疆保税港

区）洛阳道 601

号（海丰物流

园 2 幢

-2-3-129） 

林建楠 

融资租赁以及融资租赁相关

的进出口业务；接受承租人的

租赁保证金；受让和转让应收

租赁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境

外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变

卖及处理；经济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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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3.41 -0.01 1875.93 584.25 100.3% 

航星（天

津）飞机租

赁有限公

司 

2016 年 5

月 11 日 
100% 10 

天津自贸区

（东疆保税港

区）洛阳道 601

号（海丰物流

园 2 幢

-2-3-129） 

林建楠 

融资租赁以及融资租赁相关

的进出口业务；接受承租人的

租赁保证金；受让和转让应收

租赁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境

外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变

卖及处理；经济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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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3.53 0.04 2013.50 359.25 98.9% 

航利（天

津）飞机租

赁有限公

司 

2016 年 5

月 11 日 
100% 10 

天津自贸区

（东疆保税港

区）洛阳道 601

号（海丰物流

园 2 幢

-2-3-129） 

林建楠 

融资租赁以及融资租赁相关

的进出口业务；接受承租人的

租赁保证金；受让和转让应收

租赁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境

外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变

卖及处理；经济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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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3.56 0.02 1751.14 229.39 99.4% 



航福（天

津）租赁有

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0 日 
100% 10 

天津自贸区

（东疆保税港

区）洛阳道 601

号（海丰物流

园 2 幢

-2-3-129） 

林建楠 

融资租赁以及融资租赁相关

的进出口业务；接受承租人的

租赁保证金；受让和转让应收

租赁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境

外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变

卖及处理；经济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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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3.59 0.02 1539.98 259.25 99.4% 

注：（1）被担保人相关财务指标截至 2017 年 9月末。 

（2）上述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上述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3）上述被担保人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上述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