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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

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定价公允、结算时间与方式合理，不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选择的合作关联方均具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可

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开展。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

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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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3月 1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

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蒋耘生、胡海回避表决，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

果：7票同意，0票反对，2票回避，0弃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

决。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之前审阅了议案内容，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

下：公司本次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是正常的业务需要，各项关联交

易均按照公允的定价方式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

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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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持续发展；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述议案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权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属于正常经营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定价，定价公

平合理，程序合法，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

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 2021年度与关联方的交易情况进行

了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1年度预计金额 
2021年实际发生

金额 

差异较大

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 

航空工业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 
20,000.00 16,825.35 

根据实际

采购情况

调整 

向关联人出售

商品、提供劳务 

航空工业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 
55,000.00 49,006.36 

根据实际

销售情况

调整 

在关联人的财

务公司的存款 

中航工业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0.00 

             

88,458.06  

 

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 

合计 175,000.00 154,289.77  

 

（三）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年预计

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2022年 3月

15 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

额 

2021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 关 联 人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航空工业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 
20,000.00 27.69 2,895.48 16,825.35 25.62 

业务规模

扩大采购

量增加 

向 关 联 人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航空工业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 
60,000.00 53.57 9,555.68 49,006.36 51.41 

 业务规

模扩大销

售量增加  

在 关 联 人

财 务 公 司

的存款 

中航工业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140,000.00 62.50 71,722.50 88,458.06 59.23 
 银行存

款数增加  

合计   220,000.00 / 84,173.66 154,289.77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2008 年 11 月 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5732K 

注册资本 6,4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谭瑞松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号院 19号楼 

股权结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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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联关系：该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https://www.qcc.com/firm/g4bdd6c24056bb434978acfc5f40d168.html


3.履约能力：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二）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 5月 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756T 

注册资本 2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董元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号 

股权结构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7.12%；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 44.50%；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76%；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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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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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联关系：该公司与公司同受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各项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向关联方销售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出售商品、提供劳务、存款、贷款。 

公司关联交易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

https://www.qcc.com/firm/7e11a75e8cd500decc5dbcf7840d0eff.html
https://www.qcc.com/firm/2b00d1adbbd5785f31c76a97804b55a6.html
https://www.qcc.com/firm/2b00d1adbbd5785f31c76a97804b55a6.html
https://www.qcc.com/firm/542b2f899c943f41b55061c25a94f9db.html
https://www.qcc.com/firm/39653e8d401b1eac59f07fb50f18599c.html


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和政府指导

价时，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订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

价格予以明确。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要

的，是公司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公司长远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各项日

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

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上述交易的发

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产生不利影响。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定价公允、

结算时间与方式合理，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

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

立意见； 

（四）第一届审计委员会 2022年第一次会议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五）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