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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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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22年 3 月 7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航产融”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 2 号楼中航产融大厦 42 层会议室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监事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姚江涛先生主持。 

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一、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三、2021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航产融 2021 年度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4,471,066,324.17元，截至 2021年末，合并报表累计未分

配利润合计为 16,503,099,037.04元；母公司期初未分配利润为 962,570,895.98

元，本期实现的净利润为 2,830,369,113.47 元，提取盈余公积 283,036,911.35

元，本期对外分配 989,037,505.82 元，支付永续债利息及权益分配

228,300,000.00 元， 截 至 2021 年末， 实 际可 供股 东分配 的 利润 为

2,292,565,592.28 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航产融总股本为 8,919,974,627 股，剔除公司

回购的 89,282,615 股，以 8,830,692,0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

金股利 1.52 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股利 1,342,265,185.82 元，占 2021 年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02%。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2022 年度聘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 2022年度拟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的财务报

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负责审计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及按照国内监管部

门的规定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同时，提请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在

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合同时，确定支付其报酬的金额。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2021 年度环境、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ESG）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2021 年度董事会经费使用情况、2022 年度董事会经费预算方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2021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杨东升先生、李斌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

表决。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2022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杨东升先生、李斌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

表决。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利用部分临时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关于 2022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对下属特殊

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固定资产折旧的会计估计变

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八、关于中航产融 2021 年合规管理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十九、关于《中航产融 2021 年度内部控制体系报告》及 2022 年度重大风

险评估结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二十、关于修订公司投资管理有关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二十一、关于参与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受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杨东升先生、李斌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

表决。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十二、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杨东升先生、李斌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

表决。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十三、听取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会议听取独立董事周华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所作 2021年度述职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十四、听取 2021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会议听取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华先生代表审计委员会所作 2021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十五、听取中航产融 2021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情况报告及 2022 年度工作

计划 

会议听取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部副部长符桃女士所作 2021 年度内部审计

工作情况报告及 2022 年度工作计划。 

二十六、听取中航产融 2021 年度投资工作汇报及 2022 年度投资计划 

会议听取规划发展部部长于庆伟先生所作 2021 年度投资工作汇报及 2022

年度投资计划。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3 月 22日 

http://www.ss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