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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公司所生产产品的特点，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合格原材料供应商、产品用户大部分

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航发）控制的下属企业（不包括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目前，航空工业

集团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的股权划转工作正在进行中。因此，航空工业集团下属

单位及中国航发实际控制的单位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上述主体相互之间的交易

将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预计在 2021年度将与航空工业集团及其

下属单位及中国航发及其下属单位发生一定数量的关联交易。由于该等关联交易涉及关

联方企业较多，关联交易内容较多，且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须，要经常订立新的关

联交易协议。为了方便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拟就持续性

关联交易与各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情况概述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接受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21年预计金额 

中国航发系统内 销售商品 国家定价、市场价格定价 207,965.89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销售商品 国家定价、市场价格定价 1,420,286.35 

中国航发系统内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2,415.62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1,415.45 

中国航发系统内 
水电汽等其他公用事业费用

（销售） 
市场价格定价 27.70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水电汽等其他公用事业费用

（销售） 
市场价格定价 90.00 

中国航发系统内 提供代理 市场价格定价 71.00 

中国航发系统内 租出 市场价格定价 558.00 

合计 
 

1,632,830.01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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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21年预计金额 

中国航发系统内 购买商品 国家定价、市场价格定价 819,862.01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购买商品 国家定价、市场价格定价 727,323.54 

中国航发系统内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45,485.44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14,693.60 

中国航发系统内 借款 市场价格定价 1,030,565.00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接受代理 市场价格定价 894.78 

中国航发系统内 租入 市场价格定价 940.61 

航空工业集团系统内 租入 市场价格定价 1,762.00 

合计 
 

2,641,526.98 

3.租赁情况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情况 2021年预计金额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房屋 916.06 

中国航发湖南南方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车辆 24.55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1,762.00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房屋 103.00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

限责任公司 

中航世新安装工程（北京）有限公

司沈阳分公司 
房屋 220.00 

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机器设备 235.00 

4.支付借款利息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21 年预计金额 

中国航发系统内 贷款、专项借款、资金拆借 33,015.22 

5.贷款、存款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21 年预计余额 

中国航发系统内 贷款、专项借款、资金拆借 616,832.60 

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最高存款限额 1,000,000.00 

（二）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或公司主要

股东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

则》）的规定，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该等交易对方发生的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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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关联交易尚待取得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股东将放弃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对公司而言，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前述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1.中国航发 

中国航发成立于 2016 年 5月 31日，注册资本为 5,0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曹

建国，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5号，经营范围：军民用飞行器动力装置、

第二动力装置、燃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维修、销售和售后服

务；航空发动机技术衍生产品的设计、研制、开发、生产、维修、销售、售后服务；飞

机、发动机、直升机及其他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领域先进材料的研制、开发；材料热加

工工艺、性能表征与评价、理化测试技术研究；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经

营国家授权、委托的其他业务。  

股权结构：国务院国资委、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航空工业集团、中国商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中国航发 70%、20%、6%、4%的股权。 

中国航发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规则》，其构

成公司的关联方。 

2.航空工业集团 

航空工业集团成立于 2008年 11月 06日，注册资本为 6,400,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谭瑞松，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号院 19号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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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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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结构：航空工业集团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国有特大型企业，是国家授权投资的

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对航空工业集团履行出资人职责。 

航空工业集团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根据《上市规则》，其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3.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 12 月 10日，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宁福顺，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 2号院 7号楼 7层，经营

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

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

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

赁；从事同业拆借。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持有其 100%股权。 

中国航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规

则》，其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4.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5月 28日，注册资本

118,836.08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贾大风，注册地址为沈阳市大东区东塔街 6号，经营

范围：航空机械设备及燃气轮机设备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汽轮机和压

缩机及辅机、煤制油大型设备及配件、石化设备、制碱设备、压力容器、机电产品、钢

材、有色金属（非贵金属）、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电子元件、机械设备、专用工

具及零配件销售，机械设备安装、维修、检测（上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赁，展

览、展示及会议服务，酒店管理（不含经营），汽车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分别持有其 68.83%、24.39%、6.78%的股权。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控制的企业，根据

《上市规则》，其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5.中国航发湖南南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湖南南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2月 28日，注册资本为 297.77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彭建武，注册地址为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株董路 886号，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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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销售、维修；模具、刀具、夹具、量具设计、销售、维修；仪

器仪表、机床、电机、电器、内燃机零配件销售；上述商品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工业燃气轮机成套设备工程设计、施工。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持有南

方科技 67.20%、28.40%、4.40%的股权。 

中国航发湖南南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控制的企业，根据

《上市规则》，其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6.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年 11月 5日，注册资本为 997,846.7899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周勇，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路 1261 号，经营范

围：融资租赁，自有设备租赁，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合同能源管理，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实业投资，医疗器械经营，相关业务

的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商飞资本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49.07%、49.06%、1.37%、0.49%的

股权。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航空工业集团控制的企业，根据《上

市规则》，其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7.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年 4 月 25日，注册资本为 1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姚玉海，注册地址为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全运路 109-5

号（109-5 号）19层 1901 室，经营范围：燃气轮机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制、生产、

总装、试验、销售、维修保障，燃气轮机成套工程服务，燃气轮机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

服务业务。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沈阳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66.67%、33.33%

的股权。 

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规

则》，其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8.中航世新安装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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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世新安装工程（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1月 12日，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春雷，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8号楼 1单元 13层 1601

内 170，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燃气轮机动力工程设备安装；技术推广服

务；销售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股权结构：中航世新燃气轮机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中航世新安装工程（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控制的企业，根据

《上市规则》，其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9.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开办于 1956 年 5月 26 日， 举办资金 36,919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戴圣龙，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环山村，业务范围：开展材料科

学与工程应用研究，促进航空工业发展。材料制与程应、加艺用研究，促进航空工业发

展。材料制与程应、加艺 用研究，促进航空工业发展。材料制与程应、加艺用研究，

促进航空工业发展。材料制与程应、加艺及检测与分析研究、相关设备制技术开发计算

机软件及检测与分析研究、相关设备制技术开发计算机软件及检测与分析研究、相关设

备制技术开发计算机软件研制、相关继续教育研制、相关继续教育与专业培训。 

股权结构：航材院的类型为事业单位，其举办单位为中国航发。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

规则》，其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包括： 

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3. 房产和机器设备租赁。 

4. 支付借款利息。 

5. 贷款、存款。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该项关联交易价格按照以下总原则和顺序制定： 

1. 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2. 无政府定价的，有指导性定价规定的，按其指导性规定的要求制定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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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性定价规定的，以市场同类交易可比价格为定价基准。 

4. 如关联交易不适用前三种定价原则，双方协议确定价格，以补偿对方提供服务

所发生的成本及合理的利润。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交易为公司长期、持续和稳定的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将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

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2021 年 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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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21年 1月 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

对外担保的议案》。为促进所属子公司的发展，2021年公司拟对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为 2,000万元或等值外币；相关子公司拟对其所属单位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

人民币 8,100 万元。上述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单位 

2020年实际 

担保余额 

2021年预计

担保金额 

2021 年预计

担保余额 
备注 

1 商泰公司 - 2,000 800 

2021年商泰公司代理进口设备采购，

需开信用证，申请担保额度 2,000万

元人民币，预计年末余额 800万元。 

合计 - 2,000 800   

（二）子公司为所属单位提供担保明细表 

单位：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西安西航商泰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西航商泰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 4月 19日，注册资本为 2,600万元，

序

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2020年 

实际担保

余额 

2021年 

预计担保

金额 

2021 年 

预计担保

余额 

备注 

1 

黎阳动力 

贵州黎阳装

备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800    

2 

中国航发贵

州航空发动

机维修有限

责任公司 

6,100 8,100 6,100 

其中 6,100 万元为续借上年中国航发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对中国航发贵州航

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的借款，

由黎阳动力全额担保；2,000 万元为

中国航发贵州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

任公司拟新增阶段性融资从中国航发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借款，由黎阳

动力全额担保。 

合计 6,900 8,100 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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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为刘勇，注册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尚苑路 4955 号大普工业园 7 号楼

4层 401室，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国内贸易代理；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通讯

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软件销售；化工产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软木制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宠物食品级用品批发；

农副产品销售；肥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机械设备研发；通用设

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能量

回收系统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

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对外承包工程；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住房租赁；汽车租赁。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民用航空

器零部件制造；民用航空器维修；食品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西安西航商泰高新技术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1,977 万元，

负债总额 11,985 万元，资产负债率 100.07%。2020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9,922万元，

利润总额-44 万元，净利润-44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 中国航发贵州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发贵州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0 年 12 月 10 日，注册资本

为 20,155.908538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徐玮，注册地址为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李家湾，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修理（型号见许可证）；航空发动机衍生产品设计研发制造修理；

航空发动机零部件修理；飞机地面保障设备研发、生产和服务；零备件设计生产销售；

黄磷包装桶制造；一、二类压力溶器生产；不锈钢系列加工；金属制品及非标设备制造、

安装。水暖电安装，机电设备安装。金属材料采购仓储销售；石化产品采购仓储销售；

技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黎阳动力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中国航发贵州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29,822 万元，负债总额 15,666 万元，资产负债率 52.53%。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

入 7,177万元，利润总额 766万元，净利润 742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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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 万元；公司

各子公司为其下属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900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对外

担保金额（不含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为 0 万元。 

2. 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逾期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0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2021 年 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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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 2021 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本部拟在 2021年度申请融资额度 551,900万元，其中：借

款额度 459,500 万元（包含阶段性融资 250,00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和票据贴现额度

90,000万元、信用证开证额度 2,400万元。 

各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拟在 2021年度申请融资额度 1,475,195万元，其中：借款

额度 1,285,48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和票据贴现额度 155,000万元、信用证开证额度

34,71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本部融资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贷款单位 融资类别 办理贷款预计金额 备注 

公司本部 

金融机构借款、中国 

航发系统内资金拆借 
80,000 

继续上年短期借款及集团内

资金拆借 

阶段性融资 250,000 补充流动资金 

新增贷款 29,500 新增基建项目借款 

法人透支账户周转融资 100,000 继续上年额度 

借款小计 459,500 
 

承兑汇票、票据贴现 90,000 继续上年额度 

信用证及保函等 2,400 继续上年额度 

融资额度小计 551,900 
 

在上述融资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副董事长颜建兴先生对外签订相关合同和协议。 

二、各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融资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贷款单位 融资类别 
办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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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借款、中国航

发系统内资金拆借 
50,000 

继续上年短期借款及集团内资

金拆借 

阶段性融资 550,000 补充流动资金 

法人透支账户周转融资 300,000 继续上年额度 

借款小计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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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

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中国航

发系统内资金拆借 
19,265 

继续上年短期借款及集团内资

金拆借 

阶段性融资 1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新增贷款 28,500 新增基建项目借款 

借款小计 147,765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

动力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中国航

发系统内资金拆借 
18,200 

继续上年短期借款及集团内资

金拆借 

阶段性融资 1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新增贷款 30,000 新增基建项目借款 

借款小计 148,200   

西安西航集团莱特航空

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45,920 

继续上年短期借款, 新增银行

短期借款 786 万美元和动力委

托贷款 6,500 万元 

西安安泰叶片技术有限

公司 
  500 继续上年额度 

西安西航商泰高新技术

有限公司 
 3,000 继续上年额度 

西安西航集团机电设备

安装有限公司 
  1,000 继续上年额度 

中国航发山西航空发动

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2,000 继续上年额度 

株洲南方航空机械 

进出口有限公司 
  12,000 继续上年额度 

中国航发贵州航空发动

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8,100 继续上年额度 

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 
 17,000 增加财务公司借款 

借款额度小计   1,285,485   

银行承兑汇票和票据贴

现额度 
  155,000   

信用证开证及保函额度   34,710   

融资额度合计   1,47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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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2021 年 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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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下属关联方拟对公司下属子公司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优化公司下属子公司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精铸）资产结构，

进一步提高其生产经营能力，公司拟引入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航发）及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以下简称航材院）对贵阳精铸进行

增资。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增资的基本情况 

本次计划增资总额为 53,875.68 万元, 本次增资价格根据贵阳精铸经备案的评估

值确定为 2.228431 元/每一元新增注册资本。其中，航材院计划增资 48,593.75万元（以

无形资产出资 32,417.21 万元、货币出资 16,176.54 万元），增资金额中 21,806.26 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26,787.4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中国航发计划货币增资 5,281.93 万

元，增资金额中 2,370.2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911.68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

后，贵阳精铸注册资本为 47,404.92万元，中国航发黎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黎阳动力）持股 49%、航材院持股 46%、中国航发持股 5%。 

增资前后各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股东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注册资本 
持股

比例 
增资总额 

注册 

资本 

资本 

公积 

注册 

资本 

持股

比例 

1 黎阳动力 23,228.41 100% -- -- -- 23，228.41 49% 

2 航材院 - - 48,593.75 21，806.26 26,787.49 21，806.26 46% 

3 中国航发 - - 5,281.93 2,370.25 2,911.68 2,370.25 5% 

合计 23,228.41 100% 53,875.68 24，176.51 29,699.17 47，404.92 100%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有关规定，本次增资的增资方中国航发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航材院为中国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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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下属事业单位，均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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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航材院以现金出资事项已获得财政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中国航发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05UCQ5P 

成立日期 2016年5月31日 

注册资本 5,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曹建国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5号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5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军民用飞行器动力装置、第二动力装置、燃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设

计、研制、生产、维修、销售和售后服务；航空发动机技术衍生产品的设

计、研制、开发、生产、维修、销售、售后服务；飞机、发动机、直升机

及其他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领域先进材料的研制、开发；材料热加工工艺、

性能表征与评价、理化测试技术研究；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经营国家授权、委托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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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航空工业集团、中

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中国航发 70%、20%、6%、4%的股权。 

中国航发的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 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中国航发致力于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的自主研发。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辅助动

力、燃气轮机、飞机和直升机传动系统的研制、生产、维修和服务；从事航空材料及其

它先进材料的研发与制造。中国航发设计生产的涡喷、涡扇、涡轴、涡桨、活塞发动机

和燃气轮机等产品，广泛配装于各类军民用飞机、直升机和大型舰艇、中小型发电机组，

客户涉及航空、航天、船舶、能源等多个领域。 

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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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中国航发为公司的关联方。 

5．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航发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5,934,158.45万元，净资产为

9,388,738.35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943,956.93万元，净利润232,335.12万元。 

（二）航材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00000400003358H 

开办日期 1956年5月26日 

开办资金 36,919万元 

法定代表人 戴圣龙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环山村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环山村 

公司类型 事业单位 

业务范围 

开展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研究，促进航空工业发展。航空材料研制与工程

应用研究、航空材料加工工艺及检测与分析研究、相关设备研制与技术开

发、计算机软件研制、相关继续教育与专业培训。 

2.股权结构 

航材院举办单位为中国航发。 

3. 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近年来航材院持续加强先进隐身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3D打印等核心新领域专业

建设，掌握了一批关键技术，实现了型号应用，全面完成一大批重点型号应用研究和关

重件的研制交付任务，一系列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一批国产材料通过了装机考核，确

保了武器装备用关键材料的自主保证，有力推动了技术进步，实现核心竞争力提升和可

持续发展。 

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航材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下属事业单位，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航材院为公司的关联方。 

5.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航材院经审计的总资产为770,154.30万元，净资产为

387,327.61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97,572.37万元，净利润21,400.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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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的公司概况 

贵阳精铸成立于 2014 年 4月，法定代表人为藏川，注册资本为 23,228.4054 万元，

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黎阳动力持有其 100%股权。其主营业务范围为航空发动机、非航

空发动机精密铸造叶片毛坯及成品、精密铸造结构件、陶瓷型芯、铸造母合金的研发、

试制、生产、修理、销售和服务；公司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及所需机械设备、零部件及

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发动机零部件转包生产、销售；以精密铸造为核心技术的相关

业务产品发展及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贵阳精铸近年来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9月/ 

2020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98,292.17 98,224.12 109,495.49 129,511.11 

负债总额 37,467.46 35,307.45 47,666.58 88,679.30 

所有者权益 60,824.71 62,916.67 61,828.91 40,831.81 

收入 85,528.30 100,498.78 120,780.63 103,136.43 

净利润 1,150.63 1,841.15 2,365.78 2,364.12 

注：2017 年-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 9月 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国资委及关联交易定价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价格根据贵阳精铸的经备案的评估

值确定，本次评估范围为贵阳精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拟增资项目所涉及的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发评报字〔2020〕第 024号），以 2020 年 2月 29

日为评估基准日，贵阳精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 51,762.91万元，除以贵阳

精铸注册资本额 23,228.41 万元，确定本次增资的价格为 2.228431元/每一元新增注册

资本。 

航材院拟用于增资的无形资产价值根据经备案的评估值确定，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拟以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相关知识产

权出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发评报字〔2020〕第 028号），以 2020年 2 月 29日为评

估基准日，航材院此次拟作价出资的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相关无形资产评估价值为

32,417.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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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已经中国航发备案。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丙方 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丙方 2：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资方案 

1．甲方进行增资扩股，将贵阳精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3,228.4054万元增加至人

民币 47,404.9154万元，丙方 1实际投资总额人民币 48,593.75万元，其中，计入注册

资本人民币 21,806.26万元，占增资后甲方注册资本 46%；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26,787.49万元；丙方 2 实际投资总额人民币 5,281.93 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人

民币 2,370.25万元，占增资后甲方注册资本 5%；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2,911.68 万元。 

2．本次增资前，甲方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黎阳动力 23,228.4054 100 

2 合计 23,228.4054 100 

增资扩股完成后，甲方股权结构为： 

序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黎阳动力 23,228.4054 49 

2 航材院 21,806.2600 46 

3 中国航发 2,370.2500 5 

4 合计 47,404.9154 100 

（三）增资价格 

各方同意甲方此次增资价格以经备案的国有资产评估值（51,762.91万元）为依据，

本次增资价格为 2.228431 元/每一元新增注册资本。 

（四）增资价款的支付 

丙方 1、丙方 2 均同意，在本协议及公司章程生效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将货币增

资价款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丙方 1 同意，在本协议及公司章程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将作价出资的相关全部无形资



19 

产的所有权依法转让至甲方（转让方式包括：有权属登记的，办理权属变更/转让登记；

无权属登记的，签署转让协议，交付技术资料）。 

（五）增资扩股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 

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与其员工的劳动协议继续履行，劳动关系延续。甲方仍为国

有控股的有限公司，不涉及任何企业职工安置事宜。 

（六）增资扩股的税收和费用 

增资扩股中涉及的有关税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负担并缴纳。 

增资扩股中涉及的有关费用，有规定的按规定负担；没有规定的，由各方自行承担。 

（七）增资扩股期间损益处理 

各方同意，甲方全部所有者权益由增资后全体股东共享。 

（八）相关手续的办理 

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及公司章程签署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增资的相应工商

变更手续，对公司增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应费用由甲方承担。 

（九）协议生效条件 

1．协议各方有权机构依据内部审批程序审议批准本协议项下增资事宜； 

2．协议所涉事项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3．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航发具有强大的资源优势、全面的顶层规划；航材院拥有全面的技术体系和完

善的质量体系，贵阳精铸本次增资将受益于此，并形成服役产品、在研产品及预研产品

的均衡布局，实现多型号齐头并进，持续提升关键短板技术和过程管控能力。 

本次增资是基于未来长远发展作出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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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完成后，黎阳动力仍拥有

贵阳精铸的控制权，贵阳精铸仍在公司并表范围内。 

综合分析，本次增资方案合理，必要性明确，有助于提升我国精密铸造涡轮叶片领

域的整体技术水平和产能水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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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