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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1        证券简称：航发科技       编号：临2019-009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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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3月12日发出，外地董事以传真、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本地董事直接递交。 

（三）会议于2019年3月22日上午，在成都成发工业园118号大楼5号会议室

召开，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四）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6名。董事蒋富国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出

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杨育武出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鲍卉芳、黄勤因有其他工

作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彭韶兵出席会议并投票。 

（五）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公司监事、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及管理机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会议审议25项议案，全部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一) 通过了《关于审议〈总经理工作报告（2018年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告

摘要》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

告》。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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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8年度，计提坏账准备 391.28万元，核销/转销 2.11万元，截止报告期

末，坏账准备余额为 5,561.44 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054.66 万元，核销/

转销 2,313.38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8,436.39 万元；计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0 万元，核销/转销 80.87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余额为 1,065.03 万元；计提在建工程减值 0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在建

工程减值准备余额为 1,622.76万元；计提其他减值准备 119.92万元，截止报告

期末，其他减值准备余额为 119.92万元。 

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2018 年度资产减

值准备公告》（临 2019-012）。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作出的，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

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我们对本议案表示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通过了《关于审议〈2019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情况为：2019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预算 28.39 亿元。该数据为预计值，

并非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通过了《关于审议〈2019年度投资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情况为：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方案： 

1、公司本部、法斯特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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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投资 2,552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自筹资金。其中，新增工艺设

备 68台/套，计划投资 1,823万元；建安工程 5项，计划投资 162万元；其他项

目（含办公设施、电脑、软件及信息化等）129 项，计划投资 367万元；不可预

见费 200 万元。 

（2）历年结转固定资产投资 4,416万元，全部自筹资金。 

2、中国航发哈轴 2019年度计划投资总额 9,814.3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计划〉

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方案是：公司 2018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3,026,620.59 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303,026,620.59 元，加上本年年

初未分配利润 304,784,252.16 元，可供股东分配利润-8,146,249.44 元。因当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均为负数，依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2018 年度不分配红利。本年度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本方案符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和实际情况，切实保护

了中小股东的当前和长远利益，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 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告〔2013〕43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上证公字〔2013〕1 号）、《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

对本利润分配方案表示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关联交

易计划〉的议案》。 

1、2018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6票回避。 

具体为：销售商品类 102,667.84 万元、采购物资类 13,315.54 万元、提供

劳务类 315.2 万元、接受劳务类 2,657.54 万元、出租资产类 79.46 万元、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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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类 6,641.38万元、成发计量受托管理费 40万元（托管收入 234.32 万元）、

受托管理中国航发成发业务资产 822.04 万元、向关联方借款 2018 年末余额

92,498.00 万元、子公司中国航发哈轴向哈轴制造支付土地置换费用 205.27 万

元。 

2、2019年关联交易预算。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6票回避。 

具体为：销售商品类 215,050.57 万元、采购物资类 36,550.19 万元、提供

劳务类 2,290.62万元、接受劳务类 4,295.68 万元、出租资产类 83.43 万元、租

入资产类 7,457.47 万元、设备采购类 43.78 万元、向关联方借款 331,000 万元、

成发计量托管资产租赁费 40万元、受托管理成发公司业务资产 822.04 万元。 

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临 2019-011）。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是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价格，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有

利于保持公司经营业务稳定，且是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作出的，

没有发现存在损害交易各方利益的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

董事回避了表决，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我们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费用决算及 2019年度董事会费

用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总结及 2019年度内部

审计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通过了《关于审议〈2019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其中： 

1、同意继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四川省分行申请授信，金额为 100,000 万元。

其中，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88,000万元、贸易融资额度 12,000万元，期限为二年、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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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由中国航发成发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同意继续向建行岷江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金额为 70,000万元、期限为一

年、信用方式。该授信主要用于公司信贷、贸易融资和票据等业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3、同意继续向工行东大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额度为 50,000 万元、期限

为一年、信用方式，该授信主要用于公司信贷、贸易融资和票据等业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4、同意继续向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金额为 40,000 万元、期

限为一年、信用方式，该授信主要用于公司信贷、贸易融资和票据等业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5、同意继续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额度为

20,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信用方式，该授信主要用于公司信贷、贸易融资和

票据等业务。 

表决结果：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6、同意继续向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金额为 20,000 万元、期限

为一年、信用方式，该授信主要用于公司信贷、贸易融资和票据等业务。 

表决结果：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7、同意向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金额为 200,000 万元、

期限一年、信用方式，该授信主要用于公司信贷、贸易融资、票据等业务。 

表决结果：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8、同意继续向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金额为 50,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信用方式，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表决结果：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6票回避。 

9、同意继续向中国航发申请借款额度，金额为 81,000万元，期限为一年、

信用方式，利率不高于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上述第 7项、第 8项、第 9项合并在议案（九） 关于审议“2018年度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中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奖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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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通过了《关于审议〈2019年度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十三）条、（十四）条发布独立意见，具体为：我们认

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或者津贴标准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情况，体

现了经营管理的绩效导向，有利于激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对以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表示同意。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通过了《关于审议“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其中： 

1、 同意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作为公司 2019年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为人民币四十六万元整(含

交通、住宿费用)； 

表决结果：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 同意聘任中审众环作为公司 2019年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审计费用为人民币三十二万元整(含交通、住宿费用)；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 同意继续聘任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为公司证券事务常年法律顾问，聘

期一年，法律顾问费为人民币十五万元整（含交通、住宿费用）。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第 1、2 项详情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临 2019-013）。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中审众环能够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实施审计工作，遵循

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及子

公司的审计工作要求，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审计报酬的确定公允合理。

公司聘请中审众环为公司 2018 年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不违反现行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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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我们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表示同意。 

本议案第 1、2 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十七）通过了《关于审议“改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鲍卉芳为主任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通过了《关于审议“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是依据

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

策进行相应变更。新会计政策的执行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董事会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更加全面、

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

况，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执行新会计准

的公告》（临 2019-015）。 

（十九）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调整部分管理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通过了《关于审议“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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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9-016）。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该项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均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交易，定价公允，

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该项议

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我们对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表示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通过了《关于审议“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的公告》（临 2019-017）。 

董事会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

关规定，能够进一步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是必要、合理

的，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

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

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董事会关于该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追溯调整过程合法合规，我们

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表示同意。 

（二十二）通过了《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或者修改相关管理

办法”的议案》，同意修订《审计委员会工作办法》、《提名委员会工作办法》、《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办法》、《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同意将《公司章程》修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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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案、《独立董事工作办法》修正案、《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修正案、《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办法》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章程》修正案详情见公司于 2019 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临 2019-014）。 

《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办法》，修订后的《审计委员会工作办法》、《提

名委员会工作办法》、《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办法》、《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工作办法》、《董事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于 2019 年 3

月 26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章程》修正案、《独立董事工作办法》修正案、《董事会议事规则》修

正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办法》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三）通过《关于审议〈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四）通过《关于审议“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9-018）。 

（二十五）通过《关于审议“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9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9-019）。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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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