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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18 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申请 2018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各子公司及其所属单

位拟在 2018 年度申请融资额度 2,126,310万元，其中：借款额度 1,934,310 万元、

银行承兑汇票和票据贴现额度 151,000万元、信用证开证额度 41,000 万元。 

现由于经营发展需要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在 2018

年度申请增加融资额度 2,650 万元，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拟在 2018 年度申请增加

融资额度 179,912万元，其中：借款额度 176,912 万元，票据贴现额度 3,00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新增融资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贷款单位名称 融资类别 办理新增贷款预计金额 备注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贷款 2,650 燃机项目贷款 

在上述融资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副董事长杨先锋对外签订相关合同和协议。 

二、各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新增融资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贷款单位名称 融资类别 办理新增贷款预计金额 备注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有限责任公司 
阶段性融资 165,000 

补充流动资金、 

临时倒贷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有限责任公司 
新增贷款 5,512 燃机项目贷款 

中国航发山西航空发动机维修

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拆借 1,500 补充流动资金 

贵州黎阳天翔科技有限公司 资金拆借 4,900 向第三方资金拆借 

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票据贴现 3,000 新增票据贴现额度 

融资额度合计 
 

   17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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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融资额度内，董事会授权相关单位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相关合同和协

议。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2018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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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调整实施内容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4年 5 月 12日作出的证监许可[2014]476

号《关于核准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4 月更名为中

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航发动力）获准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等 8家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向不超过 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89,834,875.16 元，扣除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

79,066,427.5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10,768,447.62元。 

募集资金使用安排情况如下： 

单位 项目 可使用资金 

黎明公司 

辽宁省债务管理办公室（贷款） 690,000,000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 569,850,000 

小计 1,259,850,000 

南方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贷款） 120,880,000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贷款） 40,500,000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贷款） 28,300,000 

小计 189,680,000 

合计 1,449,530,000 

黎阳动力 三代中等推力航空发动机生产线建设项目 961,238,447.62 

南方公司 涡轴航空发动机修理能力建设项目 120,000,000 

公司本部 
精锻叶片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80,000,000 

航空发动机修理能力建设项目 200,000,000 

合计 1,361,238,447.62 

公司本部 
航空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200,000,000 

工程与管理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100,000,000 

合计 300,000,000 

总计 3,110,768,4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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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调整情况 

（一）三代中等推力航空发动机生产线建设项目 

1.原项目情况和实际投资情况 

项目最初立项批准时间：2013 年 11 月 18 日（贵州省发改委立项(黔发改备案

[2013]3263 号)），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103,000 万元，建设内容为：新建钣金焊接

及加力喷口制造中心、试车台；新增工艺设备 269 台/套，含进口设备 31 台/套。项

目建设周期为 3 年，建设期从 2014 年开始，2016 年结束，2019 年达到设计生产能

力。项目达产后的年营业收入为 400,000.00 万元，达产后年均利润总额为 46,793.00

万元。项目内部财务收益率为 19.16%，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8.0 年（含建设期 3 年）。 

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建设内容的议案》，并经贵州省发改委备案（黔发改备案〔2016〕

280 号文），按照国家“十三五”规划关于智能制造的意见及“生态绿色贵阳”建

设规划，对项目新增加了对热表处理工艺工程和动力站的投资及相应的工艺设备和

室外工程的投资。 

截至 2018 年 6 月，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80,990.53 万元。项目所新增的工艺设备

239 台/套，现全部完成采购合同的签订，已投入安装 217 台/套，实现转固 173 台/

套。 

2.项目调整的具体原因 

因项目实际进展中遇到的下述客观情况，项目的各组成部分的预计验收时间需

相应调整： 

（1）信息化项目 

服务器集群与虚拟化项目，已完成硬件部分实施，软件部分进展缓慢，目前该

项目正在进行方案设计及产品选型，预计于 2019 年年底完成验收。 

网络安全项目，已完成大部分子项内容的实施，其中 NAS 网关、文档标密系

统、无线信号管控系统等三个子项进展缓慢，供应商产品达不到需求标准需重新选

型，预计于 2020 年底完成验收。 

（2）基建项目 

项目实施的 216 号热表处理厂房、313 号试车台、521 号动力站项目进度款已

支付到合同价款的 85%，剩余款项待结算报审审计确定后才能支付，预计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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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完成验收。 

（3）生产线机械加工设备建设项目 

已采购的部分数控缓进磨床需重新采购，预计于 2020 年底完成验收。 

3.项目调整后的具体情况 

项目完成时间由 2017 年 12 月底调整至 2020 年 12 月底。 

4.项目后续计划 

本次调整后项目费用总概算不变。2018 年计划完成投资 4,300 万元，2019 年

计划完成投资 8,355.3 万元，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2,478.01 万元。 

5.调整后项目履行审批或者备案情况 

该项目前期已在贵州省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完成备案。 

（二）航空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1.原项目情况和实际投资情况 

项目最初立项批准时间：2013 年 11 月 27 日（陕西省发改委备案(陕发改动员

〔2013〕1630 号)），实施主体为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投资总额 20,000

万元，建设内容为新增专用仪器设备、工艺设备、专用软件 36 台（套），开展机匣

变形控制技术、压气机叶片精密制造技术、涡轮叶片制造技术的研究与验证。项目

建设周期为 3 年，建设期从 2014 年 1 月开始，2016 年 12 月结束。 

2016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建设内容的议案》，同意建设内容总体调整为新增专用仪器、

设备、软件共计 144 台（套），较原计划增加 108 台（套），开展机匣变形控制技术、

压气机叶片精密制造技术、涡轮叶片精铸及关键特种工艺研究。项目自 2014 年 1

月起开始实施，2017 年 12 月底之前完成项目建设。前述调整事项已经陕西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审查获得项目备案内容变更的批复（备案编号：陕发改国防函〔2016〕

468 号）。 

截至 2018 年 6 月，项目已完成机匣变形控制技术、压气机叶片精密制造技术、

涡轮叶片制造技术三个课题 85%的研究攻关内容。已完成 139 台/套新增专业仪器

设备、专用软件合同签订，其中 108 台（套）设备、专用软件已交付。 

2.项目调整的具体原因 

在充分考虑本项目三个课题研究进展及实际需求后，为提高课题研究成果的工

程化应用能力，经专业咨询机构深化论证，公司拟对项目相应的研究条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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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项目承担的机匣变形控制技术、压气机叶片精密制造技术、涡轮叶片制造技

术课题攻关研究需求，项目拟新增专业仪器设备、专用软件及工艺设备。 

由于项目机匣变形控制技术、压气机叶片精密制造技术、涡轮叶片制造技术研

究验证工艺试验复杂，技术难度大，前期技术研究相关工艺与规范编制技术交流周

期较长，开发专用高效编程系统软件周期长，造成设备交付周期较长，因此拟对项

目建设周期进行调整。 

3.项目调整后的具体情况 

（1）专业仪器设备、专用软件及工艺设备调整 

专业仪器设备、专用软件及工艺设备等由144台（套）调整为146台（套），其

中调增8台（套）专用仪器设备，专用软件，调减6台（套）专用仪器设备，专用软

件，费用总概算不变。 

（2）建设周期调整 

项目建设周期由48个月（2014年1月～2017年12月）调整为60个月（2014年1

月～2018年12月）。 

4.项目后续计划 

本次调整后，2018年下半年项目计划完成投资7,875.95万元。 

5.调整后项目履行审批或者备案情况 

公司委托专业咨询机构对项目建设方案进行了深化论证，并组织专家对初步设

计报告进行了审查，项目方案合理。 

（三）工程与管理数据中心项目 

1.原项目情况和实际投资情况 

项目立项批准时间：2013 年 11 月 27 日（陕西省发改委备案(发改动员〔2013〕

1631 号)），项目投资总额 10,975 万元，建设内容为工程数据中心和管理数据中心，

新增工艺设备 38 台（套）。项目建设周期为 3 年，建设期从 2014 年 1 月开始，2016

年 12 月结束。 

2016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

资金投资工程与管理数据中心项目调整建设内容的议案》，同意建设内容调整为为：

新增工艺设备 79 台（套）。项目建设周期为 60 个月，从 2014 年 1 月起开始实施，

2018 年 12 月底之前完成项目建设。2016 年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4,500 万元，2017

年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3,600 万元，2018 年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900 万元。前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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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查获得项目备案内容变更的批复备案（陕发改国防

函[2016]466 号）。 

截至 2018 年 6 月，该项目已完成 43 台（套）工艺设备合同的签订，交付使用

26 台（套）。 

2.项目调整的具体原因 

考虑到项目建设内容所对应的航空发动机零部件需求量明显增加，同时为充分

发挥工艺优势，提升智能制造系统保障能力，公司拟对部分建设内容和建设周期进

行了优化调整，以促进产品和装备同步发展。 

3.项目调整后的具体情况 

（1）工艺设备数量调整 

本项目合并、调减工艺设备36台（套），调增工艺设备8台（套），调整后项目

设备表中新增工艺设备数量由79台（套）调整为51台（套）。 

（2）建设周期调整 

项目建设周期由 60 个月调整为 72 个月。计划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4.项目后续计划 

本次调整后项目费用总概算不变。2018 年下半年计划完成投资 2,400 万元，

2019 年计划完成投资 5,448.53 万元。 

5.调整后项目履行审批或者备案情况 

公司委托专业咨询机构对项目建设方案进行了深化论证，并组织专家对初步设

计报告进行了审查，项目方案合理。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2018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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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贵州凯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股东减资退出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各位股东：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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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贵州凯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阳公司”）55%的股权。公司关联方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航技”）持有凯阳公司 45%的股权。中航技拟通过减资方式退出，不再

持有凯阳公司任何股权。上述减资完成后，凯阳公司成为黎阳动力全资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减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凯阳公司股东之一中航技拟通过减资方式对其持有的凯阳公

司 45%的股权（对应凯阳公司注册资本出资额 3,375 万元）进行清理。减资后，凯

阳公司注册资本由 7,500 万元减少至 4,125 万元。 

公司子公司黎阳动力持有凯阳公司 55%的股权。从自身情况和发展战略角度出

发，公司及黎阳动力决定同意中航技减资退出凯阳公司。上述减资完成后，中航技

将不再持有凯阳公司任何股权；黎阳动力对凯阳公司的出资额不变，持有的凯阳公

司股权比例变更为 100%。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有关规定，本次减资的退出方中航技为公司关联人，

公司同意中航技单方面减资退出凯阳公司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中航技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5,204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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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5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吴盛悦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5 号院 9 号楼 

经营范围：航空器及相关装备、配套系统等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国际技术合

作及相关产品的维修保障和服务；进出口业务；航空工业及相关行业投资、设备开

发；仓储物流；展览服务；相关业务的技术转让、咨询和技术服务；国内贸易和咨

询服务。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中航技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中航技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贵州凯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9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李玉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

133 室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航空

发动机及其附件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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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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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凯阳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4,125 55%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3,375 45% 

合计 7,500 100% 

（三）标的公司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指标 2017 年/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6 月/2018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2,028 22,477 

净资产 7,594 7,716 

营业收入 4,519 2,132 

净利润 141 97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2 月 28

日为评估基准日，凯阳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0,861.69 万元。据此确定凯阳公司

应向中航技支付减资款项 4,887.76 万元（最终价格以支付价格为准）。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同意凯阳公司本次减资是从自身情况和发展战略角度出发作出的决定，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减资完成后，黎阳动力对凯阳公司的出资额不变，持有的凯阳公司股权

比例由 55%变更为 100%。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子公司

贵州凯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股东减资退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中航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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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方式退出凯阳公司。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2018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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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

订议案》，按国资委要求在公司章程中增加了有关党建的部分内容，据此，公司拟

对部分管理制度进行相应修订。其中在《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章董事会组织规则

中新增第十二条，增加了董事会决策重大事项的前置程序，同时新增了第十六条，

明确了副董事长的职责权限。具体内容如下： 

第十二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决策公司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

党委的意见，将党委的讨论和意见作为董事会的前置程序。 

第十六条 副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本部的全面工作；  

（二）协助董事长做好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其他重要会议的组织和召集，

在董事长无法出席会议时，代为主持会议； 

（三）协助董事长督促、检查董事会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四）受董事长委托，管理公司的重大业务活动，召集临时、紧急的重大会议；  

（五）受董事长委托，签署董事长职权范围内的合同；  

（六）负责董事会授予分管的领导工作及其他职权。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2018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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