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2018-09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间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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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1、公司：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航空工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中航国际：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4、中航国际深圳：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一、公司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8年3月1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间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1）董事会确认2017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进行的

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为：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6,534.29万元，各类关联交易年度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68,645.77万元。 

（2）董事会同意2018年公司及下属企业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进行的各

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情况为：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总计约人民币

42,891.20万元，该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总计约人民币41,187.79万元。 

航空工业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因此公司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发生的交易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董事会

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石正林、汪名川、张志标、钟宏伟、郭

剑、肖章林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郭明忠、华小宁、宋博通对

该议案进行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审查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国

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与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股东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2018年公司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8 年新增持续

性关联交易合同

金额 

2018年度预

计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中航国际深圳及

下属企业 幕墙工程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0.00  1,200.00  1,431.28  

小计 0.00  1,200.00  1,431.28  

中航国际深圳及

下属企业 酒店消费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0.00  12.00  30.50  

小计 0.00  12.00  30.50  

中航国际深圳及

下属企业 培训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0.00  65.85  14.37  

小计 0.00  65.85  14.37  

中航国际深圳及

下属企业 体检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0.00  36.24  13.67  

小计 0.00  36.24  13.67  

向关

联人

购买

商品 

航空工业及下属

企业 

购买商品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712.14  712.14  245.51  

中航国际深圳及

下属企业 
0.00  53.50  521.83  

小计 712.14  765.64  767.34  

租赁

关联

人资

产 

中航国际深圳及

下属企业 
租入资产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2,699.03  721.68  825.63  

小计 2,699.03  721.68  825.63  

向关

联人

出租

资产 

中航国际及下属

企业 

租出资产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3.00  4.50  126.01  

中航国际深圳及

下属企业 
226.80  9,323.43  8,725.08  

小计 229.80  9,327.93  8,851.09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航空工业及下属

企业 
物业管理

费与水电

费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4,441.18  4,308.19  3,254.62  

中航国际及下属

企业 
14,237.14  9,695.30  12,201.72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其中：中航技易发
投资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费与水电

费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8,935.23 3,066.40  2,272.52 

中航国际深圳及

下属企业 
17,115.38  10,943.00  16,015.89  

其中：广东国际大
厦实业有限公司 

4,875.45  1,625.15  875.42 

其他关联方 706.36  706.36  1,530.59  

小计 36,500.06  25,652.85  33,002.82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中航国际深圳及

下属企业 工程维保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549.57  1,132.90  2,613.21  

小计 549.57  1,132.90  2,613.21  

中航国际深圳及

下属企业 
咨询服务

费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1,647.80  1,719.90  2,587.36  

其他关联方 552.80  552.80  510.01  

小计 2,200.60  2,272.70  3,097.37 

合   计 42,891.20 41,187.79 50,647.28 

（二）关于本次关联交易预计的说明 

1、上表中“2018年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预计2018年度期间将签

订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总金额。此类交易需要一定的合同履行期间，其中部分

合同可能从2018年起需持续若干年度履行完毕。酒店消费、购买商品等即时性关

联交易不在统计范围内。 

2、“2018年度预计发生金额”统计范围包括：2018年度预计发生的酒店消费、

购买商品等即时性关联交易金额；2018年预计新增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按具体合同

条款在2018年度将产生的交易金额；以前年度已签订合同且持续到2018年度继续

履行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按具体合同条款在2018年度将产生的交易金额。 

3、在2018年实际执行中，对于预计范围内且未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关联

交易，公司将不再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将进行

详细专项披露；对于未在预计范围内的重大关联交易或超出预计金额的关联交

易，公司将严格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 

三、2017 年度公司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17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

额为人民币46,534.29万元，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人

民币68,645.77万元。具体如下： 

（一）总体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新增

持续性关联交

易合同金额 

2017年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 
简要说明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幕墙工程 0 1,431.28 
关联方深圳市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
司为公司下属地产项目提供幕墙安
装等服务。 

建筑施工支出 0 12,174.64 
关联方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公
司下属地产项目提供建筑施工等相
关服务。 

酒店消费 0 30.50 
公司及下属企业在关联方深圳上海
宾馆及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下属酒店发生的酒店消费。 

培训 0 14.37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关联方中航国
际深圳集团培训中心等提供的课程
培训。 

体检 0 13.67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关联方中航社
区健康服务中心提供的体检服务。 

咨询费 0 198.47 

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
公司提供的酒店及公寓管理顾问咨
询等服务；中航技国际经贸发展有限
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招标代理等服务。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购买商品 0 767.33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关联方天虹商场
股份有限公司、飞亚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等购买商品。 

租赁关

联人资

产 

租入资产 97.23 825.63 
公司及下属企业租赁关联方飞亚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马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等资产作为办公场所。 

向关联

人出租

资产 

租出资产 6.00 8,863.34 

关联方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及
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
向公司下属企业租赁商铺、酒店资产
或写字楼等。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物业管理费与

水电费 
29,527.21 33,002.82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与关联方发生的
物业管理、租赁代理和保安服务等。 

工程维保 4,642.19 5,679.18 
公司下属企业深圳市中航楼宇科技
有限公司等为关联方提供工程、维保
服务类交易。 

技术服务费

（房地产项目

受托经营） 

9,270 2,547.17 
公司因受托经营关联方持有的房地
产项目而收取技术服务费。 

咨询服务费 2,991.66 3,097.37 
关联方委托公司下属深圳市中航九
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商业咨询、
招商、推广服务等。 

合  计 46,534.29 68,645.77 
 

备注：2017年 6月 26日，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2017年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预计新增持续性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总计人民币 75,135.74万元，该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发生金额总计人民币 111,724.57万元。 



（二）具体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万元) 

预计发生

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实际新增

持续性关

联交易合

同金额 

(万元) 

预计新增

持续性关

联交易合

同金额 

(万元)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航国际深圳

及下属企业 

幕墙工程 1,431.28 2,407.86 0.65 -40.56 0.00 0.00 -- 2017-06-03 

建筑施工支出 12,174.64 13,600.00 5.51 -10.48 0.00 0.00 -- 2017-06-03 

酒店消费 30.50 79.86 0.01 -61.81 0.00 0.00 -- 2017-06-03 

培训 14.37 5.00 0.01 187.40 0.00 0.00 -- 2017-06-03 

体检 13.67 32.13 0.01 -57.45 0.00 0.00 -- 2017-06-03 

咨询费 198.47 0.00 0.09 -- 0.00 0.00 -- 2017-06-03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航空工业及下

属企业 
购买商品 

245.51 0.00 0.11 -- 0.00 0.00 -- 2017-06-03 

中航国际深圳

及下属企业 
521.83 202.55 0.24 157.63 0.00 0.00 -- 2017-06-03 

租赁关

联人资

产 

中航国际深圳

及下属企业 
租入资产 825.63 833.24 61.45 -0.91 97.23 21.27 357.12 2017-6-03 



向关联

人出租

资产 

航空工业及下

属企业 

租出资产 

10.26 0.00 0.02 -- 0.00 0.00 -- 2017-06-03 

中航国际及下

属企业 
126.01 132.31 0.27 -4.76 6.00 0.00 -- 2017-06-03 

中航国际深圳

及下属企业 
8,725.08 7,110.55 18.68 22.71 0.00 0.00 -- 2017-06-03 

其他关联方 1.98 0.00 0.00 -- 0.00 0.00 -- 2017-06-03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航空工业及下

属企业 

物业管理费与

水电费 

3,254.62 5,878.01 1.17 -44.63 2,856.93 5,735.34 -50.19 2017-06-03 

中航国际及下

属企业 
12,201.72 20,453.90 4.39 -40.35 18,506.66 33,420.88 -44.63 2017-06-03 

其中：中航技易
发投资有限公司 

2,272.52 4,767.92 0.82 -52.34 1,252.53 10,632.11 -88.22 2017-06-03 

中航国际深圳

及下属企业 
16,015.89 14,628.06 5.76 9.49 7,595.64 18,835.17 -59.67 2017-06-03 

其中：深圳市中
航城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 
2,299.28 1,227.60 0.83 87.3 489.55 511.80 -4.35 2017-06-03 

其他关联方 1,530.59 484 0.55 216.24 567.98 484 17.35 2017-06-03 

航空工业及下

属企业 
工程维保 

1.78 0.00 0.01 -- 0.00 0.00 -- 2017-06-03 

中航国际及下

属企业 
2,112.51 9,492.95 10.91 -77.75 4,244.18 9,492.95 -55.29 2017-06-03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其中：江阴云龙
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维保 

2,107.53 1,227.41 10.88 71.71 3,277.93 1667.25 96.61 2017-06-03 

中航国际深圳

及下属企业 
2,613.21 4,745.54 13.49 -44.93 398.01 4,745.54 -91.61 2017-06-03 

其他关联方 951.68 0.00 4.91 -- 0.00 0.00 -- 2017-06-03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中航国际及下

属企业 
技术服务费

（房地产项目

受托经营） 

2,075.47 0.00 77.68 -- 9,27 0.00 -- 2017-06-03 

中航国际深圳

及下属企业 
471.70 0.00 17.66 -- 0.00 0.00 -- 2017-06-03 

中航国际深圳

及下属企业 咨询服务费 
2,587.36 2,368.41 54.42 9.24 2,991.66 2,400.60 24.62 2017-06-03 

其他关联方 510.01 0.00 11.06 -- 0.00 0.00 -- 2017-06-03 

 

合  计 

 

68,645.77 82,454.37 -- -16.75 46,534.29 75,135.75 -38.07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17 年，公司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实际发生的幕墙工程、租赁资产、物业管理费与水电费、工程

维保和房地产项目受托经营相关金额较原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下属龙岩紫金中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深圳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签订

了合计约 3,668 万元的工程合同，因工程进度等问题，2017 年前述工程实际确认金额小于原预计金额。 

2、南昌格兰云天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岳阳格兰云天大酒店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

店有限公司、深圳观澜格兰云天国际酒店有限公司、赣州格兰云天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公司支付给公司

的租金包括基础租金和浮动租金两部分，公司在 2017 年预计时采取谨慎原则，对浮动租金部分预估较

为保守，因此 2017 年公司实际酒店租金收入大于原预计金额。 

3、公司下属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中航技易发投资有限公司在以往年度签订的关于



对中航技研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相关各项合同在 2017年底到期，前述有关合同的续签未按原计划在 2017

年 12 月完成，因此 2017年实际新增合同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前述合同预计将在 2018 年续签，

合同期限 3 年，合同总金额约 8,935.23 万元。 

4、因 2017年中航国际挂牌转让其下属航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发投资”）股权，

公司与航发投资下属多家企业（包括江阴云龙置业有限公司）的工程维保、物业管理费与水电费相关

关联交易未按预计发生。 

5、2017 年 3 月，中航国际深圳通过协议方式将其持有的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城发展”）100%股权转让给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地产”）的全资子公

司，因此中航城发展及其下属企业相关物业管理费及水电费、工程维保类交易自 2017 年 4 月起未按原

预计签订合同或者并入与航空工业相关关联交易核算，导致 2017 年公司与中航国际深圳下属企业相关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差异较大。 

6、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受

托管理关联方房地产项目的议案》，同意中航国际将其直接持有及其下属企业持有的若干房地产项目

委托给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航城投资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根据管理模式、工作内容不同支付

相应的委托管理费。此次委托管理项目共 19 个，预计管理费合计为人民币 9,270万元，因此公司 2017

年房地产项目受托经营实际新增合同金额和年度发生额均增加。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对 2017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解释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战略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虽然实际发生金额与原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但该等差异的出现主要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

挂牌转让其下属航发投资、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国际深圳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等

客观原因导致的。公司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三）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确认的说明 

1、关于上表中“2017年度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说明： 

（1）“2017年度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2017年度（即2017年1

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签订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总金额，此类交易

需要一定的合同履行期间，其中部分合同从2017年起需持续若干年度履行完毕。

酒店消费、购买商品、员工体检等即时性关联交易不在统计范围内。 

（2）除“2017年度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已统计的持续性关联

交易合同外，公司在2017年度新增的部分偶发性重大关联交易合同均已单独提

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2017年度新增的部分偶发性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包括：①公司继续向中

航金鼎黄金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期限不超过1年，借款利息不

超过人民币1,400万元。②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航空工业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航空工业财务公司将在其经

营范围内，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存款、贷款及结算等业务，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三年内公司在航空工业财务公司每日最高存款结余（包括应计利息）均为不超

过人民币 7 亿元（含外币折算人民币）；航空工业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综

合授信额度均为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含外币折算人民币）。③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受托为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天虹总部大

厦地下负一至负四层，地上一层大堂、九层至二十层写字楼及二十层天面的部

分面积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服务期限为5年，预计相关费用总收入约3,500万元。

④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航城投资有限公司受托管理中航国际直接持有及

其下属企业持有的19个房地产项目，预计管理费合计为人民币9,270万元。⑤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协议方式受让吉安市吉州区天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16.1万元。前述偶发性重大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2017年度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2、“2017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统计范围包括：2017年度发生的酒店

消费、购买商品、员工体检等即时性关联交易金额；2017年度新增的持续性关

联交易按具体合同条款在2017年度产生的交易金额；以前年度已签订合同且持

续到2017年度继续履行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按具体合同条款在2017年度产生的



交易金额。 

3、发生日常关联交易较多或金额较大的事项主要是公司所属企业中航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航楼宇科技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物业管理、工程

维保服务，公司下属深圳市中航九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接受关联方委托进行商

业咨询服务，以及关联方向公司下属企业租赁商铺、酒店资产或写字楼。 

4、因航发投资、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权挂牌转让已完成，其2018年

不再是公司关联方。 

5、2017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均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是在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市场交易原则进行的，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对

公司2017年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影响，也未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结合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该年度的主要关联交易均严格履行了必要

的内部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相关内容已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公告。 

四、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产权和控制关系（见下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关于关联方界定的相关规定，公司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

及四类关联方，分别为：航空工业下属企业（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除外）、中

航国际及下属企业（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除外）、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

业、其他关联方。 

目前，公司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如下图： 

 



（一）航空工业及下属企业（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除外） 

1、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9号楼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人民币6,4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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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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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航空工业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的控股股东，持有中航国际

62.52%股权。 

航空工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已审计 

2016年12月 86,793,320 28,674,131 37,119,722 1,088,077 是 

2017年9月 88,448,739 29,119,755 24,316,418 793.628 否 

2、航空工业下属其他主要关联方名单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天津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3、2017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 

公司2017年与航空工业及下属企业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人民

币2,856.93万元，该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3,512.17万元。 

4、2018年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总金额 

公司预计 2018年与航空工业及下属企业发生的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

额为人民币5,153.32万元，该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为人民币5,020.33万元。 

（二）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除外） 

1、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刘洪德 

注册资本：人民币957,864.1714万元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销售易制毒化学品:

甲苯,丙酮,硫酸,高锰酸钾,哌啶,盐酸,乙醚,三氯甲烷,2-丁酮,乙酸酐；其他

危险化学品: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

≤60℃](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08月 16日);进出口业务;仓

储;工业、酒店、物业、房地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新能源设备地开发、销售维修；

展览；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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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民用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中关村科技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工业南充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创新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天津中航锦江航空维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景德镇竹蜻蜓酒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天津中航锦江航空维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工业下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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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中航国际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国际深圳 100%股份，间接持有

公司 42.97%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航国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已审计 

2016年12月 28,260,122 6,790,001 14,045,070 387,737 是 

2017年9月 28,217,671 6,792,262 10,357,132 180,015 否 

2、中航国际下属主要关联方 

（1）江阴云龙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阴市东外环路528号 

法定代表人：陈中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

资；停车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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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江阴云龙置业有限公司是航发投资的下属企业。 航发投资原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下属企业。2017年10月，中航国际挂牌转让航发投

资。2018年2月9日，航发投资办理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航发投

资及其下属企业不再属于公司关联方范围。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

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2）中航技易发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5号院2号楼15层 

法定代表人：彭远讯 

注册资本：人民币65,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仓

储服务；物业管理；酒店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机械设备维修；出租商业用房；

出租办公用房。（“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

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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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中航技易发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的下属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

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3、中航国际下属其他主要关联方名单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北京中航美林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北京伊格莱特航空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中航技国际储运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中国航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上海中航房地产开发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上海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南充航庆置业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江阴云龙置业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厦门富铭九天湖置业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云南尚居地产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昆明航汇投资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重庆航悦置业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重庆模具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重庆盛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大连航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沈阳航远置业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厦门富铭杏博置业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江阴云龙置业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厦门富铭九天湖置业有限公司备注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重庆航翔置业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东莞市大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备注：上表中的备注企业均为航发投资下属企业。2017年9月25日，中航国际挂牌转让航发投资。2018

年2月9日，航发投资办理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航发投资及其下属企业不再属于公司关联

方范围。 

4、2017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 

公司2017年与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人民

币32,026.84万元，该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6,515.71万元。 

5、2018年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总金额 

公司预计 2018年与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发生的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

金额为人民币 14,240.14万元，该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9,699.80

万元。 

（三）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1、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航苑航都大厦24层 

法定代表人：由镭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或代理除国家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

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房地产

开发;自有物业租赁。(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关联关系：中航国际深圳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42.97%股权，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 

中航国际深圳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大连航华置业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苏州苏航置业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九江云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中航金鼎黄金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中航国际钢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中航技易发投资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中航金网（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已审计 

2016年12月 14,697,125 4,737,907 6,676,438 201,326 是 

2017年9月 15,654,386 4,846,140 5,182,716 201,540 否 

2、中航国际深圳下属主要关联方 

（1）深圳市中航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飞亚达大厦主五层502 

法定代表人：汪名川 

注册资本：人民币38,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物业租

赁；物业管理；日用百货、纺织品、针织品、服装、文化体育用品、仪器仪表、

五金交电、家具、日用陶瓷、工艺品、摄影艺术品（除文物、钱币、古董）、

金银首饰的销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

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为酒店提供管理

服务；票务代理、日用百货零售。机动车停放服务；旅业；中西餐饮；住宿业；

预包装食品、烟零售。 

关联关系：深圳市中航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国际深圳

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

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2）广东国际大厦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9号 

法定代表人：张澜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经营范围：旅业、餐饮业、写字楼出租(售),旅游、商务、洗涤服务,酒店

业务培训、汽车出租及保管、医疗保健、美容美发、体育娱乐、卡拉OK歌舞厅、

桑拿按摩、烟酒零售(以上项目由下属分支机构经营)；酒店设备安装、维修、

咨询,室内装修工程、物业中介及室内外清洁服务,批发、零售、代购、代销日

用百货、家用电器、皮革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材；外币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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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75%股权，中航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其25%股权。 

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

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3、中航国际深圳下属其他主要关联方名单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北京时尚天虹百货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北京千秋营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长沙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广东国际大厦实业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市中航城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华新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岳阳格兰云天大酒店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市中航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厦门中航技房产服务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厦门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市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中航资源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中航商贸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中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市飞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江西鼎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嘉浩（庐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中航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中航集团培训中心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上海宾馆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赣州市天虹百货实业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赣州格兰云天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中航思嘉菲尔(深圳)服饰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南昌格兰云天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深圳市花园格兰云天大酒店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 

4、2017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 

公司2017年与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

人民币11,082.54万元，该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45,623.63万元。 

5、2018年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总金额 

公司预计 2018年与中航国际深圳及下属企业发生的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

同金额为人民币 22,238.58万元，该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25,208.50万元。 

（四）其他关联方情况 

1、厦门紫金中航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859号1272室 

法定代表人：赵世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物业管理；商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等须经许可的金融资讯项目）、营销策划、技

术咨询。 

关联关系：厦门紫金中航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紫金中航”）是

公司持股35%的参股公司，厦门紫金中航的股东之一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

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中航国际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厦门紫金中航为公司的关联

方。 

厦门紫金中航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已审计 

2016年12月 72,944.72 37,259.00 7,192.89 -65.96 是 

2017年12月 57,470.41 46,578.96 5,665.75 9,319.96 是 

2、深圳市中航华城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深南中路华富路1004号南光大厦南门

4楼 

法定代表人：汪名川 

注册资本：人民币29,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物业租

赁；物业管理；日用百货、纺织品、针织品、服装、文化体育用品、仪器仪表、

五金交电、家具、日用陶瓷、工艺品、摄影艺术品(除文物、钱币、古董)、金

银首饰的销售；从事广告业务；机动车停放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中航技深圳持有深圳市中航华城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航华城置业”）50%股份，且公司董事汪名川先生和肖章林先

生分别担任中航华城置业的董事长和董事，因此中航华城置业为公司的关联方。 

中航华城置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已审计 

2016 年 12 月 102,100.38 24,076.30 8,264.78 -3,336.63 102,100.38 

2017 年 12 月 100,669.97 24,304.23 11,091.43 227.93 100,669.97 

 



3、2017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 

公司2017年与其他关联方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人民币567.98

万元，该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994.26万元。 

4、2018年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总金额 

公司预计2018年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人民

币1,259.16万元，该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为人民币1,259.16万元。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2018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履约能力分析 

在发生关联交易前，公司均会对关联方的经营和财务情况进行审查，确保

其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目前公司上述各关联方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市

场信誉度较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同时，公司将按相关规定与关联方签署

具备法律效益的协议或合同，并严格履行合同，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

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价格，并签订相关合同协议，交易公平

合理，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其他说明 

经公司查询，本次关联交易各方均不存在交易主体为失信责任主体的情形。 

（二）2018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协议合同签署情况 

2018年之前已签订协议合同的关联交易均已履行了审批程序，其中数额较

大且达到信息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按规定对外披露（相关内容均已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本次预计范围内将在2018年签订协议的持续性关

联交易，在《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的进展及时

签署具体合同。 

六、2017年度公司与前述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7年，公司与前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68,645.77

万元。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利于进一

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公司效益和专业能力，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

和影响力，保证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郭明忠、华小宁、宋博通审阅公司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日常

关联交易的相关材料后出具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正常和必要的业务往来，有

利于提高公司效益和专业能力，保证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

营和发展是有利的。交易事项比较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所预计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相关业务拓展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有助

于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按照市场价格执

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此类交易是一种

完全的市场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的决议。 

九、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释义：
	1、公司：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航空工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中航国际：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4、中航国际深圳：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1）董事会确认2017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为：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人民币46,534.29万元，各类关联交易年度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68,645.77万元。
	（2）董事会同意2018年公司及下属企业与航空工业下属企业间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情况为：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总计约人民币42,891.20万元，该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总计约人民币41,187.79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