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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编号：2022-010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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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6 日，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鉴于目前疫情防控的需要，会

议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在上海市漕溪路 222 号航天大厦以现场加通讯相结合方

式召开，应到董事 9 名，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5 名监事及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1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的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2021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2021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50,568,206.12 元，加 2020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115,888,143.61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5,319,937.49 元。2021 年合并报表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9,990,004.20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1,049,901,510.96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年度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也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有关制度，2021 年度公司针

对各项减值的资产提取了相应的减值准备，共计 3,439.91 万元，其中：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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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坏账准备（含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计提 67.29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1,009.58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325.04 万元，工程物资减值准备 38.00 万元。 

详见同时披露的《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2022-011）。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2021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同时披露的《2021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2021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同时披露的《2021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同时披露的《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详见同时披露的《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2021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详见同时披露的《2021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关于支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度审计报酬的

议案》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支付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145 万元，内部控制审

计费用 50 万元，公司承担审计期间的差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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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1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同时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1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2022 年度公司财务预算的报告》 

2022 年度预算（合并）：实现营业收入 72.12 亿元，净利润 5,000 万元。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关于公司 2022 年申请航天财务公司综合授信并将部分日常资金存

放于航天财务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 2022 年经营计划，拟在以上授信到期后，由公司继续

统一向航天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总授信额度调整至 23 亿元人民币（金额以

航天财务公司最终核定为准），期限一年（起止日期以合同为准），并由公司提供

相应信用担保。 

公司 2022 年的财务公司综合授信额度分配如下：向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提供

转授信 10.2 亿元，向内蒙上航新能源提供转授信 0.2 亿元。以上授信可用于贷

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开立信用证、票据贴现、套期保值、内保外

贷、供应链金融、委托贷款等。贷款利率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提供的同种类贷款

所适用的利率，并综合考虑期限、业务类别、产业政策、客户性质、风险议价等

因素后给予公司低息贷款支持。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总授信额度内，董事会可根据经营

需求，调整公司及子公司的授信额度。 

航天财务公司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成员单位共同出资成立

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成员单位提供金融

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上向航天财务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

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关联董事张建功、周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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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文蕊、张伟国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

了表决。 

详见同时披露的《关于接受航天财务公司资金资助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关

于公司部分日常资金存放于航天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2022-012、

2022-013）。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部分转授信给子公司的

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 2022 年经营计划，拟在以上授信到期后，公司及子公

司继续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授信额度调整为 35 亿元（折合人民币），

期限一年（起止日期以合同为准），并由公司提供相应信用担保。 

2022 年授信额度统筹安排如下：连云港神舟新能源通过公司担保及自身信

用方式获取授信 4.97 亿元；香港航天光伏通过公司担保方式获取授信 2,000 万

美元；香港上航控股通过公司维好增信方式获取授信 2.40 亿元；爱斯达克通过

自身信用等方式获取授信 3.00 亿元；航天土耳其公司通过自身信用、抵质押等

方式获取授信 2,500 万美元；ESTRA Auto 通过自身信用、抵质押等方式获取授

信 809 亿韩元；ESTRA Auto Poland 通过担保方式获取授信 420 万欧元；电站

项目公司通过公司担保、抵质押等方式获取授信 5.36 亿元。以上授信用于贷款、

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开立信用证、票据贴现、套期保值、内保外贷、

供应链金融、委托贷款等。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总授信额度内，董事会可根据经营

需求，调整公司及子公司的授信额度。 

详见同时披露的《关于接受财务资助的公告》（2022-014）。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关于通过航天财务公司资金出境并委贷至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航天光伏（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光伏”）

目前业务的实际资金需求，公司拟向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

天财务公司”）借款 1.17 亿元，借款期限 1 年，年利率 3.9%（实际以航天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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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终核定为准，且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提供的同种类贷款所适用的利率），

并通过航天财务公司跨境资金池资金出境，委贷发放至香港光伏，借款期限及年

利率同上。 

航天财务公司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成员单位共同出资成立

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成员单位提供金融

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上委托航天财务公司发放委托贷款的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

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关联董事张建功、周旭东、

葛文蕊、张伟国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

了表决。 

详见同时披露的《关于通过航天财务公司资金出境并委贷至全资子公司的关

联交易公告》（2022-015）。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关于公司下属电站项目公司置换国开行借款，并由公司提供信用担

保的议案》 

为压降融资成本，提高资金效率，公司拟将下属电站项目公司在国开行的

5.36 亿元贷款进行置换，借款年利率不高于 4.3%，借款期限 5~10 年，并由本

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同时以所涉电站的收费权及固定资产作为抵质押。 

详见同时披露的《关于公司下属电站项目公司置换国开行借款，并由公司提

供信用担保的公告》（2022-016）。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关于全资子公司连云港新能源核销北京辰源坏账准备的议案》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连云港新能源应收北京辰源货款余额为

20,741,653.30 元，已于 2020 年 12 月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北京一中院执行裁定书内容以及公司对北京辰源的财产调查情况，北京

辰源确已无可供执行财产，且经公开渠道查询，北京辰源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

收到北京市海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并被吊销执照（登记证）。董事会



 6 

同意连云港新能源核销北京辰源坏账准备 20,741,653.30 元。 

本次核销坏账准备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

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详见同时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核销坏账准备的公告》（2022-017）。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七、《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综合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经营层制定的 2022 年度综合计划预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八、《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人员的制定，综合考虑了产

业市场环境、公司经营现状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分管工作的情况，同意《2021 年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董事会同意 2022 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发放方案，2022 年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总额预计 366 万元（税前）。上述薪酬将根据 2022 年的经营情

况及考核情况，预计在 2023 年完成全部发放工作。 

 

十九、《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详见同时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22-018）。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议案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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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