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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1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总金额不超过 439,788.09 万元。其中，中国航发以其

所持航空苑 100%股权、北京航科 8.36%股权、贵州红林 11.85%股权合计作价约

92,805.59 万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现金部分不超

过 346,982.50 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科研生产平台能力

建设项目 
西控科技 84,700.00 63,640.00 

2 

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

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

项目 

北京航科 41,410.00 41,410.00 

3 
中国航发红林航空动力控制产品产能提

升项目 
贵州红林 51,800.00 49,800.00 

4 
中国航发长春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四个专

业核心产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长春控制 44,600.00 44,600.00 

5 
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衍生新产业生产能

力建设项目 
西控科技 44,000.00 37,895.00 

6 现金收购中国航发西控机器设备等资产 西控科技 19,637.50 19,637.50 

7 补充流动资金 - 90,000.00 90,000.00 

合计 376,147.50 346,982.50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可根据项目的进度、资金需求等实际情

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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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科研生产平台能力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科研生产平台能力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西控科技。该项目

拟面向未来新需求、以高质量“体系效能型”能力建设为导向，构建相对完整的航

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的自主保障和发展的能力建设体系，加快实现由科研生产型

向技术创新型企业转变。该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解决现有航空产品中部分产品研制

转小批生产、部分产品扩大批生产和部分产品修理等方面增量需求带来的生产能力

缺口，改造提升现有基础配套设施，建立国内一流动力控制系统与高端液压装置动

力控制与高端液压装置研发中心，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增强研制能力和手段，提高

研发和生产效率。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满足企业现阶段研发、生产能力提升的现实需要 

随着航空产品市场配套的需求增量，现有的科研及生产能力已不能完全满足下游

客户要求，部分环节存在短板和明显缺口，需要进一步完善自主研发体系、核心制

造体系、装配试验体系及相关基础配套，针对产品结构变化、性能参数变化以及仿

真试验需求，补充相应的软硬件设施条件和试验设备、制造设备等。本项目建设是

对西控科技现阶段研发、生产能力的有力补充，有利于提高公司中长期研发水平和

生产能力。 

（2）技术体系发展、提升自主研发能力的客观需要。 

根据西控科技“十四五”技术发展规划，总体发展目标为建立一个基于标准和知

识的、专业完整的、技术全面的、体系健全、柔性化的航空动力控制系统自主设计

研发体系。具体体现在大力提升研发能力，重点加强研发设计、虚拟验证以及试验

验证平台能力建设，以进一步提升总体能力和水平，在设计实验技术方面开展以满

足“六性”要求的仿真和验证实验；在制造技术方面开展高精密加工、高硬/高速加

工、数字化制造等技术和铸造、快速成型、热处理、表面工程等技术实验验证。本

项目是实现西控科技“十四五”技术发展规划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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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主业能力、提高保障能力的客观需要 

随着西控科技主要研发模式由测绘仿制转变为自主创新研制，新一代发动机对控

制系统产品的研制、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重点针对能力建设中急需解决的主

要矛盾和关键瓶颈，在产品设计、仿真、试验、试制等方面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和难

点技术。 

本项目将构建相对完整的航空发动机及高端装备液压控制系统的自主研发体系，

以满足航空发动机机械液压控制系统系列产品自主研发对科研创新平台的需求，以

及对承接的航空、航天、兵器等相关新产品配套保障所急需的核心能力需求。 

（4）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升“体系效能型”能力的客观需要 

西控科技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遵循自主研制和

创新发展的客观规律，持续推进能力建设方式转变、优化能力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提高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附件产业

高质量发展。 

本项目贯彻西控科技“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式”的建设思路，聚焦发

展关键核心零件制造、产品装配调试与修理，通过自动化操作代替机械操作、以机

械操作代替手工操作，应用先进的数字化制造与仿真技术，形成符合产业要求的新

材料、新工艺研制能力。同时，本项目将深度开展基于研发设计制造平台的补充条

件建设，通过组建高效、柔性的生产单元，提高零件的加工效率与质量，提高数字

化检验检测手段，减少制造过程中人为因素影响，整体上提升工艺水平、提高设备

自动化程度，形成具有信息化支撑的先进制造能力，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改造

提升公共资源和配套设施使用效能，实现提质、减人、增效的目标。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预计建设投资为 84,700.0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金额 占比 

1 建筑工程费 33,079.60 39.06% 

2 工艺设备购置安装费 45,982.56 54.29%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934.79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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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内容 金额 占比 

4 预备费 2,703.04 3.19% 

合计 84,700.00 100.00% 

4、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 36 个月。 

5、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西控科技，实施地点为西控科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

庆路 750 号的自有土地。 

6、项目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10.87%，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9.44 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7、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本项目已取得陕西省国防科工办的项目备案、西安市生态环境局的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 

（二）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

保障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

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北京航科。本项目将从精密加工能力、热表加工能力、计量检测

能力、试验能力等方面进行能力提升条件建设，通过项目建设补充北京航科承担的

多种产品的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未来生产能力缺口，提升北京航科精密加工能力和

现场计量检测能力及填补部分民用适航关键试验项目能力的空白，有效保障市场竞

争力。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1）满足批量生产的能力建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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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科承担了多种发动机产品的多种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预研、研制、批

量生产和大修任务。北京航科目前还处于新品试制、批产与大修混线生产的状态，

设备加工能力已达到饱和状态，生产能力无法满足任务量要求。为保证产品质量和

交付进度，需配备本项目产品中批量生产能力欠缺的关键设备，以满足任务量增加

的需求。 

（2）提升研发试验、计量检测能力的需要 

各类发动机配套附件批产、大修过程中均需专用的试验设备开展性能调试交付

试验和例行寿命试验，具有调试工作量大、试验时间长的特点，北京航科现有试验

条件难以满足本项目的试验工作量。在计量检测方面，现有设备存在检测功能落后、

自动化程度低的问题，检测手段过于依靠手工操作、人员评定，检测工作量大，生

产现场等待时间长，已不能满足本项目的检测计量需求。 

（3）技术积累充分 

北京航科已经形成了多种涡轴、涡桨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液压机械装置的设计

能力、批生产能力；初步搭建了试验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具备适航试验条件，初步

形成了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部件级、产品级和系统级的三级性能试验测试能力，

具备了必要的技术积累。 

3、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预计投资为 41,410.0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金额 占比 

1 工艺设备购置费 33,380.37 80.61% 

2 厂房购置费 4,093.29 9.88% 

3 建筑工程费 320.00 0.77% 

4 工艺设备安装费 655.66 1.58% 

5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35.96 1.78% 

6 预备费 2,224.72 5.37% 

合计 41,41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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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 24 个月。 

5、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北京航科，实施地点为北京航科现有厂区内，具体为北京市

昌平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南邵镇利祥路 1 号（昌平厂区）、北京市顺义区航空产业园

时骏南街 3 号（顺义厂区）、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

北三街甲 2 号（通州厂区）。 

其中，通州厂区项目实施所需的场所部分为目前北京航科以租赁方式使用的中

国航发长空的厂房，该等场所拟通过向中国航发长空购置方式取得。2020 年 12 月，

北京航科与中国航发长空签署了厂房买卖合同。 

6、项目经济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9.97%，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10.5 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7、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本项目涉及的相关报批事项正在办理。 

（三）中国航发红林航空动力控制产品产能提升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中国航发红林航空动力控制产品产能提升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贵州红林。本项目

将针对贵州红林业务和产品增量部分所需的产能提升要求进行核心能力提升建设，

同时兼顾自身长远发展需求，补充必要的试验、测量及信息化条件。本项目将新建

装配试验厂房及配套设施，新增多种设备及软件，进行流程再造，实现高新稳定生

产，提升制造水平，完善质量体系，保障产品质量。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1）满足批量生产的能力建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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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红林承担的发动机配套产品处于扩批状态，贵州红林现有的生产能力已经

无法满足需求。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仅有一般零部件可以通过外协解决，但核心零部

件、重要零部件需要必要的高精度加工设备、检测设备以及试验设备等，需要对关

键核心的生产能力进行补充，以满足任务量增加的需求。同时，为保证产品的质量，

需要补充专业化自动化程度高的制造和检测手段，满足产品核心零部件及部分重要

件的加工检测要求，以此形成稳定的生产能力、提升工艺技术水平，保证产品的加

工质量和交付周期。 

（2）满足产品升级的要求 

贵州红林目前发动机控制系统产品及其衍生类产品采用的产品结构与性能均发

生变化，需要补充必要的加工、检测、试验条件，以满足产品升级后所需的技术条

件。 

（3）已具备产品技术和方案基础 

2008 年以来，贵州红林陆续进行了多种产品及衍生类型发动机配套产品扩大生

产能力项目建设，并开展了深化验证和综合整治工程研制保障条件项目建设，具备

全面的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组织、技术储备、生产、经营、管理基础，拥有完善的工

艺技术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在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各类燃油泵及调节器及相关部

件加工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发和生产经验，对于本项目的实施已具备产品技术和

方案基础。 

3、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预计投资为 51,800.0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金额 占比 

1 建筑工程费 17,117.06 33.04% 

2 工艺设备购置费用 31,252.16 60.33% 

3 工艺设备安装费 438.43 0.85% 

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992.35 5.78% 

合计 51,8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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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 36 个月。 

5、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贵州红林，实施地点包括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松花江路 111 号的贵州红林现有厂区内土地，以及拟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位于贵阳

市经开区王武村的项目实施用地。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贵州红林已依法通过招拍挂程序竞得上述位于贵阳市经开

区王武村的项目实施用地，预计贵州红林最终取得该等新增地块不动产权证书不存

在实质性障碍。 

6、项目经济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15.91%，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7.9 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7、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本项目已取得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的项目备案、贵州省生态环境厅

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四）中国航发长春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四个专业核心产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四个专业核心产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长春控制。本项目重点围绕

长春控制燃油供给与计量装置、电液/电气转换装置、作动筒及伺服作动器、空气调

节控制装置四个专业开展核心能力提升建设，为满足本项目研制及批生产需要，在

充分利用长春控制现有条件的基础上，重点针对研制能力缺口以及生产能力缺口进

行补充，重点针对设计条件、加工条件、试验条件、检测条件进行建设。本项目完

成后，将有效补充解决批生产及核心能力瓶颈所涉及的关键设备，优化配比现有生

产制造能力，改善改造配套生产场所，保证公司产品高质量按期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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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1）满足批量生产的能力建设需要 

随着长春控制主要产品性能趋于稳定，批量生产的产品逐渐增加，现有设备生

产能力已经达到饱和，生产能力无法满足任务量的要求。为保证产品质量和交付进

度，需要配备欠缺的关键设备，以满足任务量增加的需求。 

（2）产品试验与检测能力提升的需要 

长春控制承担大量的产品研发生产任务，但现有的设备数量少、性能急需提升。

同时，在产品检测过程中，产品对位置公差、球面轮廓、型面扫描等参数具有高精

度的测量要求，长春控制目前在精度、效率和稳定性方面均有较高的提升空间，仍

需补充相应的设备能力。 

（3）具备项目实施的保障条件和产品研制能力 

长春控制先后开展了部分发动机产品生产能力建设以及研制保障条件等多项固

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已初步具备了航空发动机用电磁阀类产品、燃油流量调节器

类产品、放气活门类产品的零部件加工、组装及检测能力等能力。近年来，长春控

制在多种发动机、飞机控制系统的研制过程中承担关键性任务，在燃油供给与计量

装置、电液/电气转换装置、作动筒及伺服作动器、空气调节控制装置四个专业领域

初步形成了自主研发能力。因此，长春控制具备本项目实施的保障条件和相关产品

研制能力。 

3、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预计投资为 44,600.0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金额 占比 

1 工艺设备购置费 37,612.41 84.33% 

2 工艺设备安装费 323.53 0.73%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49.74 3.03% 

4 建筑工程费 2,154.65 4.83% 

5 预备费 1,159.67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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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内容 金额 占比 

6 铺底流动资金 2,000.00 4.48% 

合计 44,600.00 100.00% 

4、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 36 个月。 

5、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长春控制，实施地点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北区天

威路 567 号的现有厂区内。 

6、项目经济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10.01%，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9.26 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7、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本项目已取得吉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登记表，其他涉及的环评等相关报

批事项正在办理中。 

（五）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衍生新产业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衍生新产业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西控科技。西控

科技按照未来发展规划以及“一化”、“两高”、“三同”的原则对现有航空发动

机控制系统衍生产业进行了梳理和统筹布局，着重发展可产业化、高技术和高附加

值，且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趋势的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衍生产业。本项目将对西控科

技衍生新产业产品生产所需关键环节的核心能力进行重点、集中补充建设，建设内

容包括各类衍生新产品生产能力建设、仓储物流配套建设和配套设施改造建设等。

项目建成后，西控科技可有效补充各类衍生新产业增量需求生产能力。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提升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衍生新产业的产业化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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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控科技按照中国航发对“新产业”的定义，以及“一化”、“两高”、“三同”

的原则，对现有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衍生产品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统筹布局，重点发

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具备可产业化、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等特点的项目。目前西

控科技新产业产品涉及航空、航天及兵器多个领域，产品设计技术、产品零件特点、

制造要求与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产品有一定的相似性、继承性。现阶段该等新产业

产品与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产品混线生产，但随着主机客户对产品交付数量以及质

量要求的大幅提升，以及不同行业内外质量体系管理差异较大，产品质量控制面临

严峻的挑战，急需改变现阶段的生产组织模式并提升产业化发展能力。 

（2）形成航空产品的能力备份，提升核心制造能力和装备保障动员能力 

本项目建设中，西控科技将根据零件特点相似性，围绕新产业产品壳体、精密偶

件、转子柱塞等关键零部件冷工艺核心专业，壳体铸造、热处理等精密热处理为核

心的热工专业，产品脉动装配为核心的装备专业，以及产品数字化测控为核心的试

验专业，组建不同类型衍生新产业产品相对独立的生产线、生产单元，在进一步提

升整体的新产业化发展能力的同时，提升了核心制造能力，可形成航空产品的能力

备份，提升装备保障动员能力。 

（3）具备募投项目建设的技术储备和实施能力 

2009 年，公司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将中国航发西控的航

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相关经营性资产和负债注入上市公司并形成了西控科技现有业务

和生产能力，故西控科技现有业务和生产能力的发展可追溯至 1955 年、是国家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中国第一家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产品研制生产单位。目前，

西控科技已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通过了国内外多种质量认证以及特种工艺、

材料检测、无损检测 NADCAP 认证建立了行业内唯一的产品规范试验室，具备主营

业务开展所需资质。本项目实施前，西控科技已对部分衍生新产业产品进行了投入

并形成了多系列产品的生产能力。故本次募投项目建设主体具备相应技术储备和实

施能力，具有可行性。 

3、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预计建设投资为 44,000.0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12 

序号 投资内容 金额 占比 

1 建筑工程费 10,402.70 23.64% 

2 工艺设备购置安装费 30,859.68 70.14%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458.03 3.31% 

4 预备费 1,279.60 2.91% 

合计 44,000.00 100.00% 

4、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 36 个月。 

5、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西控科技，实施地点为西控科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

庆路 750 号的自有土地。 

6、项目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10.55%，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9.32 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7、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本项目已取得陕西省国防科工办的项目备案、西安市生态环境局的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 

（六）现金收购中国航发西控机器设备等资产 

1、项目背景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生产制造较为复杂，涉及自动控制、电子、液压机械、

试验测试、仿真、可靠性设计等多种技术高度融合，同时，其研制、生产、试验及

检测环节涉及使用多种机器设备，部分机器设备具有高投入、建设周期长、购置难

度较高等特点。 

本次拟购买的中国航发西控机器设备等资产主要为 2001 年-2019 年期间国家财

政向中国航发西控拨付国拨资金用于军用航空发动机系统研制生产能力建设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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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该等资产在公司 2009 年资产重组时尚未完成建设及验收，未注入公司。该等资

产为西控科技生产经营所需，采用向中国航发西控租赁方式使用。 

西控科技拟使用本次募集现金向中国航发西控购买该等机器设备等资产，有利

于其提升资产的独立性及完整性，降低关联租金约 5,500 万元，符合其生产经营需要

及全体股东利益。 

2、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拟购入中国航发西控资产包括机器设备、电子及办公设备、运输车辆，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台/套、万元 

资产类别 数量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机器设备 542 51,666.83 13,868.21 

电子及办公设备 999 2,932.28  194.21 

运输设备 4 108.55 11.45 

合计 1,545 54,707.66 14,073.86 

上述机器设备主要包括各类加工中心、珩磨机等机加工设备和性能试验器、综

合匹配试验台等航空发动机性能试验设备，及辅助生产设备设施等，于2001年至2019

年间陆续购置建设，目前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

情况，亦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3、资产组评估和定价情况 

根据天健华衡出具并经中国航发评估备案的“川华衡评报〔2020〕186 号”资产

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 14,073.86 万

元，评估值为 19,637.50 万元，增值额为 5,563.64 万元，评估增值率 39.53%。 

（七）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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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充流动资金概况 

为满足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要，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90,000 万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长，营业收入逐年递增。公司 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50,391.18 万元、255,346.25 万元、274,640.77 万元、

309,249.15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0.05%；其中 2019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达到了

12.60%。2020 年 1-9 月，公司业务保持快速增长，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30.75%。 

预计未来几年内公司仍将处于业务扩张阶段，产品研制生产及日常经营等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亦将进一步扩大。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能有

效缓解公司发展的资金压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能力，降低经营风险，具有必要

性和合理性。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科研生产

平台能力建设项目、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

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中国航发红林航空动力控制产品产能提升项目、中国航发长

春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四个专业核心产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衍

生新产业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现金收购中国航发西控机器设备等资产和补充流动资

金。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的资本实力与资产规模将得到提升，有助于提高公

司业务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

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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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并投入使用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均有

所增长，营运资金得到进一步充实。有利于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及经营稳健性，提

高资产独立性及完整性，降低关联交易，为公司和股东带来更好的长期回报。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可行性结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以及

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有

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及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后续

融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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