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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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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航空工业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财务公司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机载公司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中持续、必要的业务，对

公司无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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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度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交易金额的议案》，

在表决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该议案，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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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先审核，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已了解了 2021 年

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及交易金额的议案的相关事宜，认为上述行为没

有违反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可以作为议案提

交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航空工业下属单位进行产品互供、提

供、接受劳务服务、租赁及接受金融服务等有利于双方优势互补，降

低公司运营成本，同时接受委托管理、经营相关企业或业务实体并向

被托管方收取托管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中未发现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 2021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及交易金额的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0年预计

金额 

2020年实际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采购商品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150,000 116,180 

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根

据公司 2020年

度经营计划预

计,由于收入订

单规模未达到计

划目标，导致采

购、销售等关联

交易实际金额低

于预计金额。 

销售商品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450,000 449,819 

提供劳务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2,000 1,588 

接受劳务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3,000 2,773 

租赁金额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2,000 1,221 

托管费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5,500 4,853 

应收账款保理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130,000 68,198 

存款限额（每日存款

最高额） 
航空工业财务公司 210,000 208,308 

贷款限额（每日贷款

最高额）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含航空工业财务公

司） 

600,000 48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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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航空工业：航空工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企业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号院 19 号楼 

法定代表人：谭瑞松 

注册资本：640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1 年 

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2020年 

实际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

计金额

与上年

实际发

生金额

差异原

因 

采购商品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170,000 25,297 116,180 19.34% 

2021 年

公司科

研生产

任务增

加，销

售、采购

总额、存

贷款总

额预计

有所增

加。 

销售商品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600,000 79,165 449,819 52.11% 

提供劳务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18,000 1,712 1,588 13.84% 

接受劳务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10,000 866 2,773 16.94% 

租赁金额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2,200 361 1,221 65.73% 

托管费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6,000 1,330 4,853 100.00% 

应收账款保理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100,000 0 68,198 100.00% 

存款限额（每日

存款最高额） 
航空工业财务公司 300,000 142,778 208,308 52.78% 

贷款限额（每日

贷款最高额） 

航空工业下属单位

（含航空工业财务

公司） 

600,000 363,278 482,858 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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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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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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航空工业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00,861,611.40万元，

净 资 产 为 34,426,845.58 万 元 ； 2019 年 度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45,532,891.83万元，净利润为 1,340,797.71 万元。 

公司及航空工业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航空工业依

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航空工业财务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航空工业控制下企业  

企业名称：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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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 号 

法定代表人：董元 

注册资本：25 亿元  

经营范围：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有效期

至 2020 年 12 月 0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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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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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结算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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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

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除股票二级市场投资以

外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市场主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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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航空工业财务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1,428,800.40 万元，

净资产为 654,372.83 万元；2019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31,501.27 万

元，净利润为 79,194.11万元。 

公司及航空工业财务公司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航

空工业财务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3、机载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航空工业控制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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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5 号曙光大厦 A 座 1 层 101 室 

法定代表人：张昆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81.311832 亿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23 日 

经营范围：各类飞行器、发动机配套的机载机电系统及设备的研

发、生产、销售的投资与管理；航天、船舶、电子信息相关的机电产

品的销售；汽车部件及系统、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设备、智能系统及设

备、机械制造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机电设备及系统、专

用车、电动车、制冷系统、摩托车的研制、生产、销售；软件信息化

产品生产、研发及服务；信息系统及产品、软件产品、安全与服务系

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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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机载公司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6,733,809.89 万元，净资产为 6,270,813.52 万

元；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9,475,131.11万元，净利润为 230,424.89

万元。 

公司及机载公司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机载公司依

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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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与航空工业签署的《产品、原材料购销框架协议》，主要内

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航空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销售原材料

或产品；同时航空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也向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销售原材料或产品。 

2、与航空工业签署的《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主要内容：航空

工业及其控股的下属单位向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劳务、委托管理

经营其企业或业务实体、承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企业或业务实体、

租赁资产等；同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也向航空工业及其控股的下属单

位提供劳务、承包其企业或业务实体、租赁资产等。 

3、与航空工业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航空工业财务公司开立账户；航空工业财务公司

向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各类金融服务。 

4、与机载公司签署《托管协议》，主要内容：机载公司将其下

属 14 家企事业单位委托公司管理。在委托管理期间，公司有权行使

对被托管单位除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及被托管股权

处置权以外的所有权利。 

（二）定价政策及依据： 

1、《产品、原材料购销框架协议》、《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

定价，按照以下标准及顺序确定： 

（1）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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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

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

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以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以航

空工业与独立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

可供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

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各项交易的定价按照上述第（3）项、第（4）项或者第（5）项

确定关联交易价格时，可以视不同的关联交易情形采用下列定价方法：

（1）成本加成法，以关联交易发生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非关联交易

的毛利定价。适用于采购、销售、有形资产的转让和使用、劳务提供、

资金融通等关联交易；（2）再销售价格法，以关联方购进商品再销

售给非关联方的价格减去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后的金额作为关联方

购进商品的公平成交价格。适用于再销售者未对商品进行改变外型、

性能、结构或更换商标等实质性增值加工的简单加工或单纯的购销业

务；（3）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以非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关联交易相

同或类似业务活动所收取的价格定价；（4）交易净利润法，以可比

非关联交易的利润水平指标确定关联交易的净利润。适用于采购、销

售、有形资产的转让和使用、劳务提供等关联交易；（5）利润分割

法，根据上市公司与其关联方对关联交易合并利润的贡献计算各自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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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分配的利润额。适用于各参与方关联交易高度整合且难以单独评估

各方交易结果的情况。 

2、《金融服务框架协议》项下各项交易的定价，按照以下标准

及顺序确定： 

（1）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 

（2）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

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

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以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以航

空工业财务公司与独立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

可供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

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同时航空工业财务公司保证：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航空工业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应不低

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基准利率下限，亦不低于中国国

内主要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2）航空工业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各项结算服务收取的费用，

应不高于当时任何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服务向公司所收取

的费用，也应不高于同期航空工业财务公司向第三方就同类服务所收

取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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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航空工业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收取的费用原

则上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服务规定应收取的费用上限（如

适用），亦不高于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服务所收

取的费用；除符合前述外，航空工业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该类服务所

收取的费用，也应不高于航空工业财务公司向任何同信用级别第三方

提供同种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3、《托管协议》项下，公司托管 14 家企事业单位收取托管费用

标准为：对于被托管单位中当年盈利的企业，当年托管费用为按照公

司受托管理的股权比例计算的被托管企业当年度经审计后的营业收

入的 2‰（即：某目标公司当年营业收入额×受托管理的股权比例×

2‰）；对于被托管企业中当年亏损的单位，当年托管费用为 20 万

元。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 

1、因上下游配套业务关系，公司需向公司实际控制人航空工业

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提供航空零部件、原材料及有关生产、劳动服务、

租赁服务等；同时航空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也向公司提供零部件、

原材料及有关生产、劳动服务、租赁服务等。 

2、鉴于航空工业控股的下属企业均在航空工业财务公司开展业

务，且航空工业财务公司可提供不低于外部第三方的商业条件。为加

快公司资金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航空工业

财务公司设立账户，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航空工业财务公司

开展业务并签署与该等业务相关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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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机载公司下属 14 家企事业单位的托管有利于公司加强相关

业务的整合，实现协同发展效应，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五、备查文件 

1、中航电子第七届董事会 2021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事前意见； 

3、独立董事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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