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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93        股票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2020-071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0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 

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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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0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杨森先生、颜建兴先生、张姿女士、李军先生、孙洪

伟先生、贾大风先生、彭建武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

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

易是由我国航空工业体系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可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工作

的有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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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

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独立

董事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前述关联交易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因公司生产产品的特点，生产产品所需的合格原材料供应商、产品用户大部

分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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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以及中国航发及其实际控制的下属单位

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与上述主体相互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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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月 3日及 2020年 1月 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现根据生产经营情况，需新增公司及公司下

属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与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为了方便信息披露及监

管部门的审核以及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拟就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与各关联方签署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 

（二）2020年度新增各项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接受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20 年初 
公告金额 

新增金额 预计全年金额 

中国航发 
系统内 

销售
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定价 

115,208.81 116,590.00 231,798.81 

航空工业 
集团系统内 

销售
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定价 

911,200.17 189,545.79 1,100,745.96 

中国航发 
系统内 

提供
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2,224.72 1,699.40 3,924.12 

航空工业 
集团系统内 

提供
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551.80 959.73 1,511.53 

中国航发 
系统内 

提供
代理 

市场价格定价 153.00 454.00 607.00 

中国航发 
系统内 

租出 市场价格定价 107.45 107.00 214.45 

航空工业 
集团系统内 

租出 市场价格定价  261.00 261.00 

合计 
 

1,029,445.95 309,616.92 1,339,062.87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提供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20 年初 

公告金额 
新增金额 预计全年金额 

中国航发 
系统内 

购买
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定价 

494,609.81 125,740.29 620,350.10 

航空工业 
集团系统内 

购买
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定价 

638,331.51 66,417.57 704,749.08 

中国航发 
系统内 

接受
劳务 

市场价格定价 61,549.51 9,534.67 71,084.18 

合计 
 

1,194,490.83 201,692.53 1,396,183.36 

3.租赁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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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情况 
2020 年初 
公告金额 

新增
金额 

预计全年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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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 107 

中国航发沈阳 
黎明航空发动机 
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世新燃气轮
机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分公司 

房屋 - 261 261 

4.存款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20 年初 
公告金额 

新增金额 预计余额 

中国航发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最高存款限额 400,000 600,000 1,000,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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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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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20年 10月 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新增 2020 年度与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杨森先生、颜

建兴先生、张姿女士、李军先生、孙洪伟先生、贾大风先生、彭建武先生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赵晋德先生、梁工谦先生、王珠林先生、岳云先生投票赞成，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五）本关联交易尚待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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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关联交易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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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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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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70%、20%、6%、4%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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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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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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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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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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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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航世新燃气轮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世新燃气轮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5 日，注册资本为

9,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春雷，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29 号维亚

大厦 12 层 072 室，经营范围：燃气轮机及成套产品的研发、销售；燃气轮机动

力工程设计、承包、安装、维修服务；燃气轮机动力工程承包、安装、维修服务；

燃气轮机项目和机组的运行维护、设备维修；燃气轮机相关设备销售；进出口业

务；技术咨询人员培训；机电设备、换热器的销售；高新技术投资；生产燃气轮

机及成套产品、机电设备、换热器。 

股权结构：航空工业集团持有其 100%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项关联交易的标的包括：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提供代理；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3.房屋租赁； 

4.存款余额。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详见本公告的第一部分“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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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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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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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 2020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现根

据生产经营情况需增加本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长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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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独立董事意见 

就本项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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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大部分为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发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不包括公司及公司下

属子公司）。2020 年 1 月 3 日及 2020 年 1 月 2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与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现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及

公司下属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预计新增公司与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为

了方便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拟就新增持续性关联

交易与各关联方签署具体关联交易协议。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合理、公允，

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是由我国航空工业体系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可以保证公司生产经

营工作的有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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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航发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将该项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