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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将满三年，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进行董事会

换届选举。 

经审查任职资格，拟选举丁拥政、祝涛、邱亚鹏、吴锋、

桂海鸿、陈垚、龚瑞翔、田海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张晓

辉、朱慈蕴、戴新民、吴成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丁拥政先生、祝涛先生、邱亚鹏先生、陈垚先生、田海先

生、张晓辉先生、朱慈蕴女士、戴新民先生、吴成昌先生未直

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吴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4,200股,

桂海鸿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14,241 股，龚瑞翔先生直接持

有公司股票 2,211 股。以上 12位董事候选人均未受过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

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之情形。丁拥政先生、邱亚

鹏先生、吴锋先生、桂海鸿先生、陈垚先生在关联方任职，除

上述情况外，以上 12 位董事候选人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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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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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丁拥政先生简历 

丁拥政，男，1975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香港大学 EMBA

学历。现任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历任海南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区域总经理、海南海航航空销售有限公司总裁、云

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海航集团北方总部（天津）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长、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二、祝涛先生简历 

祝涛，男，1977年 10 月出生，籍贯湖北省，中共党员，毕

业于中国民航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1999 年参

加工作，现任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历任云

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总监、首席运行官，西部航空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总裁、董事长，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海航通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香港快运航空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金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三、邱亚鹏先生简历 

邱亚鹏，男，1981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方大炭素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海

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历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董事局秘书处处长、董事局秘书、董事

局主席助理。  

四、吴锋先生简历 

吴锋，男，1983年 10 月出生，籍贯湖北省，中共党员，毕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003528f6bc524bb99f95e2e30924e5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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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于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2006 年参加工作，现任辽宁

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助理、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易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董

事会办公室主任、社会责任总监、董事，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社

会责任与品牌部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助理等职务。 

五、桂海鸿先生简历 

桂海鸿，男，1977 年 4 月出生，籍贯浙江省，中共党员，

毕业于浙江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本科学历。1999 年参加工作，

现任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历任海航速运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海航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北京海航华日飞天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海

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创新总裁、运营总裁，海航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运营总裁，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海南航空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海南海航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六、陈垚先生简历 

陈垚，男，1986年 10 月出生，籍贯湖北省，中共党员，毕

业于中国民航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2010 年参加工作，

现任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海南航空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历任加纳 AWA 航空公司财务部财务经理，

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总经理、财务总监，海航旅业创

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 

七、龚瑞翔先生简历 

龚瑞翔，男，1979 年 6 月出生，籍贯新疆自治区，中共党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003528f6bc524bb99f95e2e30924e5aa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003528f6bc524bb99f95e2e30924e5aa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003528f6bc524bb99f95e2e30924e5aa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003528f6bc524bb99f95e2e30924e5aa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003528f6bc524bb99f95e2e30924e5aa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003528f6bc524bb99f95e2e30924e5aa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003528f6bc524bb99f95e2e30924e5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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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2001 年参加工作，现任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裁。历任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维修控制部总经理，海南航空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维修工程部总工程师、总经理，海航航空集

团有限公司维修工程管理部总经理、采购管理部总经理等职务。 

八、田海先生简历 

田海，男，1985 年 8 月出生，籍贯湖北省，中共党员，毕

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2011

年参加工作，现任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历任海航货运有限公司财务部预算管理中心经理，海航航空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预算管理高级业务经理、成本主管，

易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计划

财务部副总经理，海南海航航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

职务。 

九、张晓辉先生简历 

张晓辉，男，1965 年 8 月出生，籍贯江苏省，毕业于中国

政法大学。1984 年参加工作，现任海南省律师协会会长、海南

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专职律师，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共海南省律师公

证协会委员会委员，中共海南省律师行业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等职务。  

十、朱慈蕴女士简历 

朱慈蕴，女，1955 年 3 月出生，籍贯安徽泾县，中共党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商法学博士，现任贵阳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同时兼任深圳大

学法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深

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7572541fa7294e1ca4f36a2d72a27f6b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7572541fa7294e1ca4f36a2d72a27f6b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7572541fa7294e1ca4f36a2d72a27f6b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7572541fa7294e1ca4f36a2d72a27f6b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7572541fa7294e1ca4f36a2d72a27f6b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7572541fa7294e1ca4f36a2d72a27f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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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法研究中心主任。 

十一、戴新民先生简历 

戴新民，男，1962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注册会计师。1983 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师、

系主任，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在内部控制、会计、

审计专业领域内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主持课题 10 余项，现

任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同时兼任安徽皖维高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航空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十二、吴成昌先生简历 

吴成昌，男，1957 年 4 月出生，籍贯江苏省，中共党员，

毕业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机驾驶专业，二级飞行员。1980 年

参加工作，现任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中

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机长、教员、飞行主任，中国民用航

空局飞行标准司处长、副司长，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

党委书记，中国民用航空局安全总监，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副理

事长等职务。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32334e9b22824c1694571dcdf2205986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32334e9b22824c1694571dcdf2205986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32334e9b22824c1694571dcdf2205986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32334e9b22824c1694571dcdf2205986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32334e9b22824c1694571dcdf2205986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32334e9b22824c1694571dcdf2205986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32334e9b22824c1694571dcdf2205986


9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将满三年，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进行监事会

换届选举。 

第九届监事会成员杨新莹、谢明珠（职工监事）、杨智鑫（职

工监事）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了监事会对公

司经营活动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职能，有力维护

了股东权益，保证了公司的安全运营和健康发展。根据公司股

东推荐，拟选举杨新莹女士、林凡先生担任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拟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两名职工监事。 

杨新莹女士、林凡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

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之情形。杨新莹

女士在公司关联方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法律顾问、法

律事务部总经理职务，除上述情况外，杨新莹女士、林凡先生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

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新莹、林凡简历详见附件。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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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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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一、杨新莹女士简历： 

杨新莹，女，1979 年 5 月出生，籍贯天津市，毕业于西南

政法大学。现任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海航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历任海航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合规法务部总经理、风控总监、总裁助理，

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规审计部总经理、风险控制部总经理，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合规法务部总经理，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合规法务部总经理等职务。 

二、林凡先生简历： 

林凡，男，汉族，1980 年出生，籍贯海南万宁，本科毕业

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现任中国进出口银

行海南省分行公司客户二处处长。历任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

分行办公室中级业务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办公室纪委办

公室副主任、人力资源处处长等职务。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6e207f7bbda049fabd119d577931b6cb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6e207f7bbda049fabd119d577931b6cb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6e207f7bbda049fabd119d577931b6cb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6e207f7bbda049fabd119d577931b6cb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6e207f7bbda049fabd119d577931b6cb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6e207f7bbda049fabd119d577931b6cb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6e207f7bbda049fabd119d577931b6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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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2 年部分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

司”）分别于 2022 年 4月 29日和 2022 年 5月 24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关联方签订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拟调整 2022年部分日

常生产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一、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实际状况，公司拟调整2022年部

分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涉及调整部分内容及金额如

下： 
 

序

号 
关联交易方 2022年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批

准金额（亿

元） 

2022年1-9月

实际发生金

额（亿元）

（未经审计） 

预计2022

年全年金

额（亿元） 

1 

北京新华空港

航空食品有限

公司 

采购航空食品、出租房产、物业管理费

等 
0.47 0.24 0.47 

2 
北京首都航空

有限公司 

安检服务收入、不正常航班费、出租房

产、出租飞机、租赁飞机、支付关联方

代售机票手续费、代关联方销售机票手

续费、代理柜台服务收入、人员转让、

接受飞机维修及保障服务、提供维修以

及保障服务费、里程积分收入、人员培

训、接受起降服务、优惠机票加机组、

地面代理服务收入、坐席保障费、柜台

保障费、食堂免餐、代办社保公积金、

员工福利积分、系统分摊费、系统租赁、

工具租赁、机库租赁、租赁模拟机、代

收代付款等 

12.21 6.20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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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新华航空有

限公司 

出租飞机、租赁飞机、代关联方销售机

票手续费、提供维修以及保障服务费、

人员转让、优惠机票、提供人员培训、

系统分摊费、航务代理费、代收代付款

等 

1.83 0.97 1.83 

4 
桂林航空有限

公司 

代收代付款项、代关联方销售机票手续

费、飞行员转让、人员培训、提供维修

以及保障服务费、优惠机票加机组、支

付关联方代售机票手续费、系统分摊

费、地面代理服务收入、系统租赁、出

租房产、里程积分等 

0.71 0.39 0.71 

5 
海航货运有限

公司 

包机收入/包仓收入、出租房产、人员

转让、食堂免餐、地面代理服务收入、

系统分摊费、员工福利积分、出租工位、

代收代付款等 

4.86 2.97 4.86 

6 

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有限责任

公司 

接受机场起降服务、租赁机场航站楼、

支付水电费、排污费等 
0.01 0.08 0.15 

7 
海南博鳌机场

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机场起降服务、逾重行李服务收

入、不正常航班费贵宾室、租赁机场航

站楼、支付水电费、通行证办理服务费

等 

0.08 0.04 0.08 

8 

海航云端文化

传媒（北京）

有限公司 

接受广告服务、机上销售收入、接受机

上版权服务、员工福利积分等 
0.04 0.00 0.04 

9 
海南物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航空食品、机组费用、支付物业管

理费、基建投资等 
0.99 0.25 0.99 

10 
海南航空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人员培训、心理咨询服务收入、员工福

利积分等 
1.18 0.38 1.18 

11 
海航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 

出租房产、优惠机票、食堂免餐、里程

积分、员工福利积分、代收代付款等 
0.08 0.10 0.16 

12 

海南美兰国际

空港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航空食品、不正常航班费、贵宾室、

接受机场起降服务、逾重行李服务收

入、支付水电物业管理费、租赁机场航

站楼、接受车辆维修费服务等 

2.98 1.41 2.98 

13 
海南天羽飞行

训练有限公司 

出租模拟机、模拟机托管费、人员培训、

人员转让（转出）、提供维修以及保障

服务费、租赁房产、食堂免餐、员工福

利积分、优惠机票、代收代付款等 

4.95 1.53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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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海南新生飞翔

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接受广告服务、出租房产、代关联方销

售机票手续费、广告收入、航机传媒、

航空服务保障费、机上销售收入、积分

兑换成本、积分销售成本、积分销售收

入、接受商旅服务、客运收入、配送上

机服务费、普通商品零售、特许经营权

转让、特许权使用费、提供机供品收入、

信息服务费、支付关联方代售机票手续

费、商城商品采购、食堂免餐、不正常

航班费、员工福利积分、出租房产、机

库租赁、产品宣传推广费等 

2.10 1.03 2.10 

15 

金鹿（北京）

公务航空有限

公司 

出租房产、里程积分收入、人员转让、

提供维修以及保障服务费、人员培训、

优惠机票、食堂免餐、员工福利积分、

工具租赁、机库租赁、代收代付款等 

0.17 0.11 0.18 

16 
金鹏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出租房产、出租飞机、代关联方销售机

票手续费、里程积分收入、人员转让（转

出）、提供维修以及保障服务费、支付

关联方代售机票手续费、不正常航班

费、车辆使用费、人员培训、地面代理

服务收入、坐席保障费、柜台保障费、

优惠机票加机组、员工福利积分、系统

分摊费、工具租赁等 

2.23 1.21 2.23 

17 

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有限责任

公司 

包机收入/包仓收入、不正常航班费、

贵宾室、接受机场起降服务、逾重行李

服务收入、租赁机场航站楼等 

1.97 0.77 1.97 

18 

松原查干湖机

场管理有限公

司 

包机收入、逾重行李收入、接受机场起

降服务、不正常航班费等 
0.01 0.00 0.01 

19 

唐山三女河机

场管理有限公

司 

采购航空食品、不正常航班费、贵宾室、

包机收入/包仓收入、接受机场起降服

务、逾重行李服务收入等 

0.15 0.10 0.24 

20 
天津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 

提供人员培训服务、提供维修以及保障

服务费、出租飞机、租赁飞机、人员转

让、优惠机票加机组、地面代理服务收

入、坐席保障费、柜台保障费、支付关

联方代售机票手续费、代关联方销售机

票手续费、贵宾室、不正常航班费、食

堂免餐、系统分摊费、系统租赁、里程

积分、员工福利积分、机库租赁、租赁

模拟机、代收代付款等 

11.05 6.61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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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部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 

安检服务收入、本公司接受关联方信息

技术服务、不正常航班费、出租飞机、

代关联方销售机票手续费、代理柜台服

务费用、代理柜台服务收入、人员转让、

接受飞机维修及保障服务、接受机场起

降服务、里程积分收入、人员培训、提

供维修以及保障服务费、支付关联方代

售机票手续费、优惠机票加机组、地面

代理服务收入、坐席保障费、柜台保障

费、场站监管收入、系统分摊费、员工

福利积分、出租房产、机库租赁、代收

代付款等 

4.08 2.04 4.28 

22 
香港航空有限

公司 

出租房产、里程积分收入、提供维修以

及保障服务费、租赁飞机、优惠机票、

坐席服务费、系统分摊费、工具租赁等 

1.66 1.12 1.66 

23 
宜昌三峡机场

有限责任公司 

包机收入/包仓收入、不正常航班费、

贵宾室、机组费用、接受机场起降服务、

逾重行李服务收入、机上销售收入、支

付水电费、通讯费服务等 

0.30 0.20 0.30 

24 
易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方信息技术服务、出租房产、

通信费、食堂免餐、班车费、IT项目投

资、网销佣金、员工福利积分、代收代

付款等 

1.10 0.92 2.03 

25 
易生支付有限

公司 
支付关联方代售机票手续费等 0.01 0.02 0.04 

26 
渤海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出租房产、提供物业服务收入等 0.04 0.06 0.09 

27 
渤海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出租房产、租赁飞机等 5.54 4.17 7.27 

28 
上海金鹿公务

航空有限公司 

提供飞机维修及保障服务、人员转让、

出租房产、员工福利积分、代收代付款

等 

0.07 0.01 0.07 

29 
扬子江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租赁飞机发动机、代收代付款等 0.06 0.03 0.06 

30 
天津货运航空

有限公司 

提供维修以及保障服务费、人员转让、

优惠机票加机组、系统分摊费、翻译费、

员工福利积分、工具租赁、航务代理费、

代收代付款等 

0.13 0.28 0.57 

31 

北京首航直升

机股份有限公

司 

出租房产、食堂免餐、提供飞机维修及

保障服务、员工福利积分等 
0.02 0.01 0.02 

32 
三沙永兴机场

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机场起降服务等 0.02 0.02 0.03 

33 渤海人寿保险 出租房产、提供物业服务收入、接受保 0.05 0.1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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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险服务等 

34 

海南海航航空

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水电物业管理费、食堂免餐、接受餐饮

服务、出租房产等 
- 0.22 0.68 

35 
海南海控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 - 0.02 0.10 

36 
海南瀚途贸易

有限公司 

提供飞机维修及保障服务、接受航材销

售服务等 
- 0.00 0.14 

37 

海南安捷商务

航空服务有限

公司 

提供飞机维修及保障服务、员工福利积

分、办公场地租赁等 
- 0.01 0.02 

38 

海南美兰国际

机场货运有限

责任公司 

高价件运杂费等 - 0.01 0.01 

39 

北京八达岭机

场管理有限公

司 

员工福利积分、代收代付款等 - 0.00 0.01 

40 

广西金鹿公务

航空地面服务

有限公司 

员工福利积分等 - 0.00 0.01 

41 
平遥古城通航

服务有限公司 
员工福利积分等 - 0.00 0.01 

42 

深圳海航金鹿

公务航空地面

服务有限公司 

员工福利积分等 - 0.00 0.01 

43 

天津云商智慧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地面服务费、员工福利积分等 - 0.00 0.01 

44 
新生支付有限

公司 
支付关联方代售机票手续费等 - 0.00 0.01 

45 

尊捷（三亚）

航空服务有限

公司 

提供飞机维修及保障服务、优惠机票、

应收班车费、食堂免餐、员工福利积分

等 

- 0.00 0.01 

46 

金鹿（香港）

公务航空有限

公司 

提供飞机维修及保障服务等 - 0.00 0.01 

47 
海南海航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 
优惠机票、代收代付款等 - 0.08 0.12 

48 

甘肃方大九间

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采购航空食品 - 0.00 0.01 

49 

方大炭素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防疫物资采购 - 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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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交易事项时，公司董事程勇、祝涛、

邱亚鹏、吴锋、桂海鸿、陈垚、龚瑞翔、田海已回避表决。表

决结果为：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8 票回避表决。 

三、关联人介绍 

1、北京新华空港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亿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王利英，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中西式

糕点（含裱花蛋糕）、航空食品、定型包装食品；以下项目限分

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储存、销售预包装食品、快餐盒饭、

热饮（限咖啡）；销售工艺美术品、新鲜水果、新鲜蔬菜、日用

品；仓储保管；配送服务；保洁服务；洗涤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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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3.15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谢锐，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台）、国际航空客货

运输业务；国内（含港澳台）、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公务机

出租飞行、医疗救护飞行（不含诊疗活动）、航空器代管和直升

机引航作业业务；保险兼业代理；销售食品；销售工艺美术品、

机械设备、化妆品、日用品、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机械设

备租赁；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利用飞机

模拟机提供训练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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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9.77亿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陈明，经营范围：航空运输；航空维修和服务；机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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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品；与航空运输相关的延伸服务；机场的投资管理；候机楼

服务和经营管理；酒店管理。 

4、桂林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亿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胥昕，经营范围：国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旅行社业务；旅游观光信息咨询服务；票务代理服务；酒店管

理服务；旅游纪念品销售；道路客运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凭

有效许可证经营）；食品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销售航空

旅游产品、机械设备、化妆品、日用品、电子产品；国家允许

经营的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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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海航货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常海，经营范围：国际、地区和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含航

空、路运、海运及其它方式的用揽货、订舱、仓储、中转、装

卸、集散、提货、集装箱拼装拆箱、货物包装、地面运输及派

送、国际国内快递业务、短途运输服务和运输咨询业务）、第三

方物流设计与实施、货运电子商务、计算机及技术开发，商品

代购、代销、自销，农副产品的代购、代销，培训咨询服务，

代理报关业务，土特产品销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

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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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41.37亿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宏，经营范围：海口美兰机场运行业务和

规划发展管理；航空运输服务；航空销售代理；航空地面运输

服务代理；房地产投资；机场场地、设备的租赁；仓储服务；

日用百货、五金工具、交电商业、服装、工艺品的销售（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水电销售；车辆维修；职业培训；劳务输出；

提供住宿及餐饮服务。（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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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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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海南博鳌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亿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蔡竟，经营范围：机场投资、控股，机场改造；机场

运营管理与国内外航空运输有关的地面服务以及相关项目的投

资；国内外航空运输业务的技术合作、咨询、服务；货物仓储

（危险品除外）、包装、装卸、搬运业务；机场商业、临空产业

的投资、管理；机场管理咨询服务；国内航线客货运销售代理

业务（危险品除外）；航空信息技术和咨询服务；货物的包装、

装卸、搬运业务；出租候机楼内的航空营业场所、商业和办公

场所并提供综合服务；商业零售；对机场场地、设备的租赁；

车辆及设备出租、修理，停车场经营项目；旅客班车的运营项

目；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和代理；广告的经营项目；行李

打包经营项目；机场贵宾有偿服务项目；饮品、预包装食品零

售；日用百货、五金工具、交电商业、服装销售、工艺品销售、

水电销售。 

8、海航云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辉，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贸易咨

询；企业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摄影服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广告信息咨询；销售工艺品、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票务代理；酒店管理；航空机票销售代理。（“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

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领取本执照后，应

到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取得行政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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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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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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海南物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44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燕际伟，经营范围：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会议及

展览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日

用百货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装卸搬运；房地产咨询；房地

产经纪；停车场服务；家政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通用设备修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图文

设计制作；外卖递送服务；代驾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城

市绿化管理；餐饮服务；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危险废物经营。（一般经营

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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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天弋，经营范围：航空器代管，航空器维修/机体

维修（依中国民用航空局许可维修项目经营）；私用、商用驾驶

员飞行养成培训；飞行课程设计和开发；培训咨询服务；乘务

培训、机场地面人员培训；外籍飞行员招聘与管理。 

11、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70.53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英明，经营范围：公共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服务；

民用航空器维修；民用机场运营；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培训；从

事两国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或者有关协议规定的经营性业务活

动；民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产；民用航空油料储运

及加注（含抽取）服务；民用航空油料检测服务；民用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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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设计和生产；民用航空维修人员培训；进出口代理；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旅游业务；餐饮服务；保税物流中心

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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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航空运营支持服务；

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航标器材及相关

装置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航空商务服务；民用航空材料

销售；旅客票务代理；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采购代理服务；

融资咨询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商务代理代办

服务；酒店管理；物业管理；营利性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通

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云计算装备技

术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2、海南美兰国际空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73亿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宏，经营范围：为国内外航空运输企业、

过港和转港旅客提供过港及地面运输服务；出租候机楼内的航

空营业场所；商业和办公场所并提供综合服务；建设、经营机

场航空及其辅助房地产设施业务；货物仓储（危险品除外）、包

装、装卸、搬运业务；在本机场范围内为航空公司或旅客等提

供航空油料、五金工具、交电产品、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日

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杂志销售、车辆维修、食品

流通及餐饮服务；商业信息咨询及管理服务；场地租赁；会议

会展服务；进出口贸易；办公用品、装饰品、烟、酒、食品、

水产品、保健品、文体用品、计算机软件、数码电子产品、音

像制品的销售；物业管理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

各类广告；航空科技馆的经营；科技培训服务；票务代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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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设计、制作及销售；游乐场所经营；医疗服务。（一般经

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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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75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伍晓熹，经营范围：飞行员、乘务员等与航空相关

人员的培训服务；模拟机维护、维修等相关技术服务；航空业

务知识培训；飞行体验；模拟机备件售后支持；模拟机应用软

件和视景机场的开发及销售；住宿服务，房屋租赁。 

14、海南新生飞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12

亿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磊，经营范围：国内航线除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航线外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国际航线或者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设计、制作、

发布、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企业形象策划；网络工

程、网站开发；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含因

特网信息服务，不含电话信息服务）；机电设备、通讯设备、计

算机零配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办公用品、服装鞋帽、日

用百货、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化妆品、香水、礼品、工艺品、

汽车、两轮摩托车、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品的销售；进出口贸易；旅游项目的开

发及咨询服务；票务代理服务。（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

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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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金鹿（北京）公务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28亿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吴重阳，经营范围：载客类：通用航空包

机飞行；载人类：航空医疗救护；道路货物运输；维修民用航

空器机体；会议服务；销售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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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日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服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机械设备租赁；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4以上的

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数据存储服务；清洁服务（不含餐具消

毒）；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不含对外劳务合作、排队服务）；

技术咨询；航空货运代理；报关、报检；信息咨询（不含中介

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道

路货物运输、维修民用航空器机体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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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金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25亿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邓志成，经营范围：国内航空旅客运输业务；国内(含

港澳台)、国际航空货邮运输业务；国内空运货运销售及地面代

理、地面配送；货物仓储(除危险品)；货运、物流业务咨询及

相关业务；进出口业务；自有设备、自有航空器租赁；自有航

空器及部件维修业务；食品流通、餐饮服务；工艺礼品(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化妆品、日用

百货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旅行社业务；与航

空运输服务相关的服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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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7.70亿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韩录海，经营范围：航空服务；国内航线除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航空客、货运销售代理业务（危

险品除外）；车辆及设备出租、修理，停车场经营；旅游业（不

含旅行社经营）；商业；机场场地、设备的租赁；仓储服务；清

洁；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和代理；航空信息技术和咨询服

务；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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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松原查干湖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刘静，经营范围：机场营运；机场建设；国内

航线航空客货运输销售代理；航空维修；烟酒饮料、食品、日

用百货、工艺美术品、服装、鞋帽、书刊销售；广告代理；餐

饮服务；提供停车场地、房屋场地出租服务；道路客货运输服

务；货物仓储服务；机场至市区客运业务；广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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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唐山三女河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34亿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姜振泽，经营范围：民用机场运营；餐饮服务；

游艺娱乐活动；保险代理业务；出版物零售；公共航空运输；

通用航空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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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运输货物

打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特种

设备销售；软件开发；日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服

饰零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机械设备租赁；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旅客票务代理；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81.93亿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徐军，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台）、国际航空客货运

输业务；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自有航空

器租赁与航空器维修、航空专业培训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广告经营；货物联运服务；航空器材、日用百货、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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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工艺品、化妆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礼券的销售；

旅游观光咨询服务；航空地面服务；烟草、食品零售；酒店管

理服务及相关咨询服务；电子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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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4.92亿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岑建军，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台）航空客货运输

业务；至周边国家的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代理：货物运输

保险（以上范围按许可证核定的有效期限和范围从事经营），餐

饮服务，住宿服务，食品销售，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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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

项目：航空公司间的代理业务；与航空运输业务有关的服务业

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销售：电子产品

（不含电子出版物）、工艺品（文物、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化

妆品；设计、制作、发布广告；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

统人寿保险、保险兼业代理（以上保险类经营范围取得相关行

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礼品销售；景点及演

出门票代售；酒店代订；汽车租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

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出租客运和道路客货运输

经营）；食品经营（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

营活动）；酒店管理；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互联网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

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珠宝首饰零售；

钟表销售；化妆品零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居用

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个人卫

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塑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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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玩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2、香港航空有限公司：实缴资本129.7亿港币，公司董事

长侯伟，经营范围：航空客货运输、航空器材维修、航空器材

租赁、机上及网上免税商品销售及预售。 

23、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25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苏海涛，经营范围：机场营运；机场建设；国内、

国际航线航空客货运输销售代理；航线维修；广告服务；日用

百货、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服装、鞋帽销售；停车场、

航空快递服务；仓储服务（不含石油、成品油、危险爆炸及国

家限制经营品种仓储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不

含木材）；票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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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内

容经营；未取得相关有效许可或批准文件的，不得经营：中餐；

公开发行的国内版图书、报刊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预包

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 

24、易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15亿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王艳丽，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开发；软件、硬件的

开发、生产、销售及安装；计算机通信业务、系统集成及设备

租赁；建筑智能化设计、施工；电子商务开发及运营业务；教

育培训业务；信息咨询和服务；IDC（数据中心）运营；行业解

决方案的研发；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含因

特网信息服务，不含电话信息服务）；有偿提供信息服务（除新

闻、出版、教育、药品、医疗卫生等前置审批信息服务外）、电

子公告（仅限科技知识和休闲娱乐信息）。（一般经营项目自主

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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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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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易生支付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刘鹏，经营范围：互联网支付、预付卡发行与受理、银行卡

收单、移动电话支付；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票务代理；批发和零售业；计算机及通

讯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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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6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卓逸群，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

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

或者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

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

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

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

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

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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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1.85亿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金川，经营范围：市政基础设施租赁；电力设施和设

备租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设备租赁以及新能源、清洁能源

设施和设备租赁；水务及水利建设投资；能源、教育、矿业、

药业投资；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文体用品、针纺织品、农副产品的批发、零售,租赁业务

的咨询服务，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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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上海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45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伟，经营范围：陆上石油服务，海上石油服务，

直升机外载荷飞行，人工降水，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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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公务飞行，直升机引航作业，航空器代管业务，出租飞行，

通用航空包机飞行；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航空器及航

空设备维修，航空代理业务，与航空运输代理有关的延伸业务，

旅游咨询，销售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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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扬子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42亿美元，法

定代表人郑兴，经营范围：一、融资租赁业务，经营国内外各

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通讯设备、医疗设备、科研设备、

检验检测设备、工程机械、交通运载工具（包括飞机、汽车、

船舶）等机械设备及其附带技术，以及不动产的直接租赁、转

租赁、回租、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等不同形式的本

外币融资性租赁业务，二、其他租赁业务，三、根据承租人的

选择，从国内外购买租赁业务所需的货物及其附带技术，四、

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五、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业务。 

30、天津货运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亿人民币，法定代

表人胡明波，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共

航空运输；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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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专属保险代理业务（凭授

权经营）；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母婴用品销

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销售代

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 

31、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2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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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法定代表人王乐军，经营范围：甲类：通用航空包机飞行、

石油服务、直升机引航、医疗救护、商用驾驶员执照培训；乙

类：空中游览、直升机机外载荷飞行、人工降水、航空探矿、

航空摄影、城市消防、空中巡查、电力作业、航空器代管、跳

伞飞行服务；丙类：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航空护林、航空喷

洒（撒）、空中拍照、空中广告、气象探测；普通货运、危险货

物运输（3类）；提供劳务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销售民用航空器、电

子产品、器件、元件；直升机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维修机械

设备；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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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三沙永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严俊峰，经营范围：机场经营管理、投资、建

设；为国内航空运输企业提供过港及地面运输服务；出租候机

楼内的航空营业场所、商业和办公场所并提供综合服务，建设、

经营机场相关房地产设施；机场餐饮服务；广告业务，货物仓

储（除危险品）、包装、装卸、搬运业务；海产品加工和销售；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百货、针纺织品、工业美术

品、土特产品经销；民航业务培训、咨询。 

33、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0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吕英博，经营范围：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

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分红型保险；万能型保

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

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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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海南海航航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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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桂海鸿，经营范围：餐饮服务；住宿服务；高危险

性体育运动（游泳）；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食品销售；药品零售；

危险废物经营；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广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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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

目：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房

地产经纪；家政服务；停车场服务；五金产品零售；洗车服务；

外卖递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口罩

（非医用）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园艺产

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居民日常生活服务；机动车充电

销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城市绿

化管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包装服务；装卸搬运；棋牌室服务；健身休闲活动；广

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平面设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图文设计制作；

市场营销策划；物联网应用服务；电子产品销售；销售代理；

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代驾服务；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餐饮管理；企业形象策划；礼仪服

务；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汽

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照明器具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旅客票务代理；票务代理服务；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

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航空商务服务（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35、海南海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0.1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峰，经营范围：餐饮服务；酒类经营；烟草制品

零售；食品互联网销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餐厨垃圾处理；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

销售；食品生产；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保安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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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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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保洁、清

洗、消毒服务；食用农产品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母

婴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建筑材料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皮革制品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日用电器修理；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

搬运；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停车场服务；家政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计算机软硬件及外

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图文设计制作；外卖递送服务；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建筑物清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花卉

种植；园艺产品种植；白蚁防治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城乡市

容管理；城市公园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36、海南瀚途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敖新华，经营范围：公共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服务；民

用航空器维修；民用机场运营；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旅游业务；餐饮服务；保税物流中心经营；民用航

空维修人员培训；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培训；民用航空器零部件

设计和生产；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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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航空运营支持服务；航空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运输设备销售；

航空商务服务；民用航空材料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采

购代理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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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酒店管理；物业管理；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插电式混合动

力专用发动机销售；轮胎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

再生资源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

石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新

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石墨烯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

制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金属制品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

耐火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办公用品销

售；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旅客票务代理；航空运输货物

打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37、海南安捷商务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0.1亿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李浩魁，经营范围：通用航空服务；民用航空

器维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

民用航空维修人员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报关业务；离岸贸易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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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民用航空材

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售；

国内贸易代理；电子元器件零售；金属制品修理；通用设备修

理；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机械设备租赁；运输设备

租赁服务；特种设备出租；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报检业务；票务代理服务；租赁

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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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

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数据处理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供应链管

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

的培训）；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38、海南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0.2亿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邱国良，经营范围：国际、地区和国内航

空货物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货物的收运、订舱、中转业务；美

兰机场进出港货物地面代理业务，进出口贸易、场地出租、设

备租赁、物业管理服务、仓储、配载、搬运、装卸、集散、提

货、集装箱拼装拆箱、行李分拣和航空货物的包装业务。 

39、北京八达岭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0.61亿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张文华，经营范围：机场管理；出租商业用房；

销售飞机、日用品、服装、鞋帽、钟表、眼镜、箱、包、工艺

品、收藏品；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零售烟草；销售食品。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零售烟草、

销售食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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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广西金鹿公务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赵军，经营范围：公务机专用候机楼服

务；公务机及其旅客地面服务保障及代理业务；公务机航线维

护业务；公务机备件支持业务；公务机机库业务；公务机清洁

业务；公务机勤务；公务机放行；公务机航务代理；公务机配

餐业务；公务机地面代理延伸服务；公务机飞行代理服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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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托管代理服务；公务机飞行计划报批代理服务；公务机报

关代理服务；公务机航空器材租赁及销售；公务机飞行资料提

取服务；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公务机职业

技能培训咨询；日用百货零售；公务机上广告发布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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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平遥古城通航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0.5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刁宇锋，经营范围：通航咨询，通航业务代理，广

告宣传，低空旅游项目打造，飞行营地基地建设，学员培训，

招生代理，器材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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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深圳海航金鹿公务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0.3亿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卜文强，经营范围：公务航空地面服

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需取

得审批后方可经营）；从事飞机清洁服务；公务机航线维护服务；

公务机备件销售；公务机机库服务；公务机地面代理延伸服务；

广告业务经营；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公务机包机服

务代理；公务机托管服务代理；公务机包机咨询；机票销售代

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

目除外）；特种设备出租；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

消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航油销售及代理业务；民用航

空器机体的维修。 

43、天津云商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5亿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胡双志，经营范围：一般航空进、出、转口；

仓储服务；快递业务；装卸搬倒服务；仓储设施建设经营；经

济信息咨询；办公房舍、停车场租赁；地勤服务（货邮保障服

务）及相关代理服务作业；保税仓储及相关运输服务；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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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航空国内、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代理报关、报检；国际

贸易及相关简单加工；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电子信

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研发、销售、租赁、推广、

安装及转让；系统集成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

网站开发、设计、运营管理；通讯器材、家用电器、厨房用品、

家具、金属材料、电线电缆、五金交电、计算机软硬件、食品、

钢材、汽车、珠宝首饰、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母婴用品、化

妆品、箱包、出版物、初级农产品、针纺织品、摩托车零配件、

机械设备、文体用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水产品的批发兼

零售及上述商品的网上销售（不含金融业务）；生熟毛皮销售；

供应链管理；数据储存、处理及分析服务；市场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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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新生支付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杜才明，经营范围：信息采集、经济信息、网络销售服务，电

子、机电、通讯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办公用品、建筑

装璜材料、日用百货、计算机零配件的批发和零售，广告发布

和媒介代理；通过员工服务卡体系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各种员工

福利相关的管理、策划、咨询服务及代理服务；代理航空权益

卡以及航空机票；互联网支付、预付卡发行与受理；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含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含

固定电话信息服务业务），会议会展服务（不含旅行社业务），

银行卡收单（浙江省、江苏省、海南省、福建省、四川省）。（一

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

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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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尊捷（三亚）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0.1亿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宋晨亮，经营范围：公务机专用候机楼服务；

公务机及其旅客地面服务保障及代理业务；公务机航线维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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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务机备件支持业务；公务机机库业务；公务机清洁业务；

公务机地面代理延伸服务，公务机飞行代理服务，公务飞机托

管代理服务，飞行计划报批代理服务，报关代理服务，航空器

材销售，自有机械设备租赁，航空票务代理服务，飞行资料提

取，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对外贸易，外委培训业务，

广告代理，商品零售。 

46、金鹿（香港）公务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港

币，公司第一负责人焦健，经营范围：飞机托管，飞机维修, 飞

机包机代理。  

47、海南海航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0.1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于杰，经营范围：航空体检、健康体检、健康咨询

服务、医疗信息咨询服务、档案信息管理、疗养信息咨询、心

理咨询、中医养生、健康疗养项目开发。（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

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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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甘肃方大九间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刘卫兵，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加工、销售；中

药种植技术咨询；保健食品、饮品加工、销售；茶叶及相关制

品加工、研发、生产销售；农副产品加工、研发、销售；糖果

制品加工、研发、销售；普通货运；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厂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收购、销售农副产品；仓储服务；销售自产品；承

办展览展示；加工饮料瓶（桶）装饮用水类（饮用天然矿泉水、

饮用纯净水）、茶饮料、果汁及蔬菜汁饮料、蛋白饮料、其他饮

料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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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8.06亿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党锡江，经营范围：石墨及炭素新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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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科技研发、技术推广、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碳纤维、

特种炭制品、高纯石墨制品、炭炭复合材料、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的研制、科技研发、技术推广、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石

墨烯及下游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石墨烯功能

口罩的研发、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品种除外）；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餐饮服务、宾馆、住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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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公允公平、

自愿平等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按现有协议内容执行，定价

依据、成交价格、付款方式等主要交易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有市场价的参照现行市场价格定

价，无市场价的双方按市场原则协商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五、进行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

响情况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相关关联方均具有在业务所在行业中

的经营资格，且熟悉本公司的业务运作，能为本公司提供高效

优质的服务。因此，与上述关联方之间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有

助于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保障本公司的正常生产运

营并降低运营成本。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平等互利的

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来源于航空客货运业务，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38 

造成影响，本公司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