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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1   证券简称：航发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06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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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 

本次公告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事项，遵循公平、公正、自

愿、诚信的原则，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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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保持公司经营业务稳

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

无不良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形成新的关联交易、同业竞争。 

 关联董事杨育武、丛春义、骞西昌、熊奕、吴华、梁涛回避表决。 

 本次公告的关联交易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关于审议<2020 年度关联交易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关联交易计划>的

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1年 3月 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30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2021-004）及《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021-005）。本事项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



 

应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长远

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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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已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2020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公司按年度经营目标积极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为满足生产经营需求，

与相关关联方发生了正常的采购、销售、关联借款等经营业务。因受疫情、计划、

市场、生产等因素影响，实际执行情况低于年初计划。公司 2020年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0 年预

计 

2020年实

际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燃

料、动力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5,300.00 4,037.16  

除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

限公司及其出资企业外的

其他中国航发系统 

16,216.68 8,029.46 

根据生产交付进

度需要，扩大采购

渠道，关联采购额

有所减少 

小计 21,516.68 12,066.63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中国航发系统 207,755.74 157,454.65  

 小计  207,755.74 157,454.65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3,262.82 1,200.00  

除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

限公司及其出资企业外的

其他中国航发系统 

732.82 34.37  

 小计  3,995.64 1,234.37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1,476.51 9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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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

限公司及其出资企业外的

其他中国航发系统 

2,561.39 1,346.21  

中国航发系统外 920.00 778.44  

 小计  4,957.90 3,053.81  

向关联人借

款等金融服

务 

中国航发系统 85,118.00 37,271.40  

小计 85,118.00 37,271.40  

向关联人 

出租资产 

承租资产 

托管资产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591.91 448.81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10,587.17 7,883.48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1,091.16 1,006.86  

 小计  12,270.24 9,339.15  

向关联人采

购设备、固定

资产 

中国航发系统 100.00 10.33  

  小计  100.00 10.33  

合计 335,714.20 220,430.34  

 

2.子公司的土地交易事项 

子公司中国航发哈轴与其第二大股东哈轴制造存在土地互持的情况，2018

年 3月中国航发哈轴与哈轴制造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2018 年中国航

发哈轴向哈轴制造支付 205.27 万元土地置换费用，2019 年支付款项 478.96 万

元，2020年支付剩余款项 55.27万元。 

（三）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现

对公司 2021年关联交易情况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计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20 年实际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燃料、动

力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6,300.00 3.4 1,896.87 4,037.16 2.0 

除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

限公司及其出资企业外的

其他中国航发系统 

9,460.82 5.2 2,065.46 8,029.46 4.0 



 

小计 15,760.82 8.6 3,962.33 12,066.63 6.1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中国航发系统 287,866.18 83.3 19,522.91 157,454.65 58.5 

小计 287,866.18 83.3 19,522.91 157,454.65 58.5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3,412.50 97.3   1,200.00 74.1 

除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

限公司及其出资企业外的

其他中国航发系统 

716.93 20.4 3.38 34.37 2.1 

 小计  4,129.43 117.7 3.38 1,234.37 76.2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1,459.50 2.4   929.16 1.6 

除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

限公司及其出资企业外的

其他中国航发系统 

1,627.50 2.7 135.95 1,346.21 2.4 

中国航发系统外 1,100.00 1.8 20.65 778.44 1.4 

 小计  4,187.00 6.8 156.60 3,053.81 5.4 

向关联

人借款

等金融

服务 

中国航发系统 219,134.50 40.4 24,778.38 37,271.40 32.1 

小计 219,134.50 40.4 24,778.38 37,271.40 32.1 

向关联

人 

出租资

产 

承租资

产 

托管资

产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505.47 91.9   448.81 86.7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10,871.87 91.0   7,883.48 93.0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及其出资企业 
1,189.56 100.0   1,006.86 100.0 

 小计  12,566.90 ／   9,339.15 ／ 

向关联

人采购

设备 

除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

限公司及其出资企业外的

其他中国航发系统 

166.75 0.6   10.33 0.1 

  小计  166.75 0.6   10.33 0.1 

合计  543,811.57 ／ 48,423.59 220,430.34 ／ 

 

备注：2021 年，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1.65 亿元，其

中向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 1.40 亿元、向中国航发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0.00亿元、向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申请

借款额度 0.25亿元。 

三、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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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关联交易的主要关联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如下： 

（一）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发成发”） 

法定代表人：杨育武 

住所：成都市新都区蜀龙大道成发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4,06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销售、修理航空发动机及售后服务、燃机及零部件

制造、加工、销售，石油化工机械，燃气热水器，结构性金属制品，夹具，模具，

量具，磨具，通用工具，轴承，非标设备，公共安全设备、器材及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金属锻、铸加工；机电产品及技术、设备、原辅料、零配件

的进出口；承办本公司“三来一补”业务；动力生产及节能技术改造，电气及动

力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维修；设备装置检验；高压电实验；防盗安全门的

生产、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设备租赁；化学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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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发成发持有公司 36.02%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发”） 

法定代表人：曹建国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5号 

企业类型：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5,000,000 万元人民币 

历史沿革：中国航发成立于 2016年 5月 31日，注册资本 5,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5号。由国务院国资委、北京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航空工业、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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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发拥有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发成发 77.39%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三）哈尔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轴制造”） 

法定代表人：薛坤朋 

住所：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镇孙花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立） 

注册资本：62,240.10 万元人民币 

历史沿革：哈尔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是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于 2007

年 8 月 28 日注册成立。哈尔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通过有效盘整哈尔滨轴承集团

公司资产,拥有先进的科研技术、精良的工艺装备、完善的市场营销体系和驰名

中外的 HRB品牌。岁月积淀历史,智慧凝聚收获。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哈轴形

成了以航空航天轴承、铁路客车提速轴承、精密机床主轴轴承矿山治金轴承为主

导产品的十大类型 7000 多个规格和品种的轴承产品体系。 

经营范围：轴承、轴承配件及轴承专用设备、工具的生产、销售；轴承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的除外）。 

哈轴制造持有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国航发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 33.33%的股

份，因此，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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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股权）关系：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21 年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详见本公告的第一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

况”。 

（二）定价政策 

公司关联交易价格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制定： 

1.如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2.如无政府定价的，有指导性规定的，按其指导性规定的要求制定交易价格； 

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定价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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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关联交易中主要交易的定价原则如下： 

1.向中国航发成发销售航空发动机零部件：根据“成本加成法”及公司与中

国航发成发各自承担的生产工序、生产难易程度、工时费用水平和平均利润水平，

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委托加工的价格。 

2.科研项目：按照国家科研费管理办法、市场公允原则及有关交易合同结算。 

3.采购物资、提供劳务、接受劳务、设备采购主要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

据。 

77.39%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02% 

中国航发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 

51.67% 

哈尔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33.33% 



 

4.资产租赁按成本加成法定价。 

5.托管资产及业务采取成本加成法定价。 

6.关联借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公司航空产品特点，生产产品所需的合格原材料供应商、产品用户大部分

为中国航发及其下属公司。中国航发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等公司为公司的关

联方，公司与该等公司相互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由于上述关联交易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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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需经常订

立新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无法将每份协议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为了

提高决策效率，方便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审核，公司对 2020 年度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及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算进行分类汇总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公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保持公司经营业务稳

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

无不良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