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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SPV 项目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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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集团”、“公

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瑞租赁”）拟向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航空”）转

让下属 3 家全资子公司（或称“SPV 项目公司”、“目标公司”、“标的公

司”）上海华瑞沪十一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沪十一”）、上

海华瑞沪十二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沪十二”）、上海华瑞

沪二十八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沪二十八”）的 100%股权。

交易价格和金额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

告确定的审计数据和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以“资产基础

法”确认的 SPV 项目公司的股权评估值为作价依据，关于转让华瑞沪十

一的交易总金额为 93,040,088.57 元，转让华瑞沪十二的交易总金额为

91,672,488.65 元，转让华瑞沪二十八的交易总金额为 100,701,319.09

元。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5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审计委员会发表书面

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交易风险：本次交易尚存在不能获得审批机构书面核准的风险。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华瑞租赁及其全资子公司同吉祥航空

及其控股子公司九元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元航空”）发生交易的



 

累计次数及其金额如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交易类型 
年初至披露日实际收

取租金 

前 12个月实际收取租

金 

吉祥航空 
经营性租赁 ¥426,768,009.11  ¥500,093,765.47  

融资性租赁 ¥39,549,042.05  ¥47,813,898.54 

九元航空 经营性租赁 ¥298,126,749.33  ¥313,334,401.56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完善租赁业务结构，促进业务转型和长期发展，华瑞租赁拟向吉祥航

空转让下属 3 家 SPV 项目公司华瑞沪十一、华瑞沪十二、华瑞沪二十八的 100%

股权，转让后华瑞租赁在保持经营性飞机租赁业务特色的基础上，通过结构调整

拓展多元化业务模式，在未来实现不同业务模式的均衡发展，有利于华瑞租赁业

务长期发展。 

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

第 ZA53166号】确定的审计数据，和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第 8751 号】中以“资产基础法”确认的华

瑞租赁 SPV 项目公司华瑞沪十一 100%股权评估值人民币 17,574,573.98 元为作

价依据，由吉祥航空受让目标公司 100%股权，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93,040,088.57元，其中股权转让金额为 17,574,573.98 元，华瑞沪十一对原股

东华瑞租赁应付往来款为 75,465,514.59元。 

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

第 ZA53167号】确定的审计数据，和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第 8752 号】中以“资产基础法”确认的华

瑞租赁 SPV 项目公司华瑞沪十二 100%股权评估值人民币 30,190,169.79 元为作

价依据，由吉祥航空受让目标公司 100%股权，交易总金额为 91,672,488.65 元，

其中股权转让金额为 30,190,169.79元，华瑞沪十二对原股东华瑞租赁应付往来

款为 61,482,318.86 元。 

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

第 ZA53169号】确定的审计数据，和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第 8753 号】中以“资产基础法”确认的华



 

瑞租赁 SPV 项目公司华瑞沪二十八 100%股权评估值人民币 21,877,421.43 元为

作价依据，由吉祥航空受让目标公司 100%股权，交易总金额为 100,701,319.09

元，其中股权转让金额为 21,877,421.43元，华瑞沪二十八对原股东华瑞租赁应

付往来款为 78,823,897.66 元。 

本次交易各方将在履行完毕相关审议程序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5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审计委员会发表书面意见。 

3、本次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议，尚需获得相关审批机构书面核准。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华瑞租赁及其全资子公司同吉祥航空

及其控股子公司九元航空发生交易的累计次数及其金额如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交易类型 
年初至披露日实际收

取租金 

前 12个月实际收取租

金 

吉祥航空 
经营性租赁 ¥426,768,009.11  ¥500,093,765.47  

融资性租赁 ¥39,549,042.05  ¥47,813,898.54 

九元航空 经营性租赁 ¥298,126,749.33  ¥313,334,401.56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1、均瑶集团是爱建集团控股股东，均瑶集团同时是吉祥航空的控股股东。 

2、华瑞租赁是爱建集团全资子公司。 

3、本公司董事长王均金先生同时为吉祥航空董事长。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华瑞租赁及其全资子公司

与吉祥航空形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号：913100007867226104 

3、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 8号 

4、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均金 

5、注册资本：196614.4157万元人民币 



 

6、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7、设立时间：2006年 3月 23日 

8、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台）航空客货运输业务、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

务，航空配餐，飞机零配件的制造，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纺织品，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品），金属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吉祥航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经审计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85,857.77 4,418,078.11 

净资产 1,009,974.15 999,844.56 

营业收入 1,176,710.79 648,805.45 

净利润 -49,818.08 -298,595.68 

注：2021年度财务指标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关联方与本公司除前述关联关系的构成外，目前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前期同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年初至本公告日，华瑞租赁及其全资子公司已实际收取吉祥航空及九元航空

7.64亿元人民币租金，华瑞租赁及其全资子公司最近 12个月内已实际收取吉祥

航空及九元航空 8.61 亿元人民币租金，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披露日实际收取租金 前 12个月实际收取租金 

经营性租赁业务 ¥724,894,758.44  ¥813,428,167.04  

融资性租赁业务 ¥39,549,042.05  ¥47,813,898.54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瑞租赁 3 家全资 SPV 项目公司华瑞沪十一、华瑞沪十二、

华瑞沪二十八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SPV 名称 华瑞租赁持有交易标的股权的比例 



 

上海华瑞沪十一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00% 

上海华瑞沪十二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00% 

上海华瑞沪二十八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100% 

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华瑞沪十一飞机租赁有限公司、华瑞沪十二飞机租赁有限公司、华瑞沪二十

八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三家 SPV公司均产权清晰，除存在飞机抵押之外，不存在其

他抵押、质押担保，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交易标的运营情况的说明 

（1）华瑞沪十一 

华瑞租赁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注册成立上海华瑞沪十一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万元，法定代表人：周亚；经营范围：飞机的融资租赁（限 SPV）和

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及租赁资产的进出口业务；租赁财产的残值处

理；租赁交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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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 530号 A5库区集中辅助区

3层 318室。 

该项目公司主营业务为 1 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经营性租赁业务，目前运营正

常。 

（2）华瑞沪十二 

华瑞租赁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注册成立上海华瑞沪十二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万元；法定代表人：周亚；经营范围：飞机的融资租赁（限 SPV）和

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及租赁资产的进出口业务；租赁财产的残值处

理；租赁交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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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 530号 A5库区集中辅助区

3层 318室。 

该项目公司主营业务为 1 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经营性租赁业务，目前运营正

常。 

（3）华瑞沪二十八 

华瑞租赁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注册成立上海华瑞沪二十八飞机租赁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5万元，法定代表人：周亚；经营范围：飞机的融资租赁（限 SPV）

和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及租赁资产的进出口业务；租赁财产的残值



 

处理；租赁交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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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 530号 A5库区集中辅助

区 3层 318 室。 

该项目公司主营业务为 1 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经营性租赁业务，目前运营正

常。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本次交易标的股东情况：华瑞沪十一、华瑞沪十二、华瑞沪二十八均为

华瑞租赁全资子公司。 

2、不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确认放弃优先受让权的情形。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1）华瑞沪十一: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0月 31日余额 2021年 12月 31日余额 

资产总额 23,631.40 24,595.48 

负债总额 23,236.43 21,154.72 

净资产 394.97 3,440.76 

项目 2022年 1-10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2,012.10 2,484.49 

净利润 463.95 415.71 
注：财务指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华瑞沪十二: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0月 31日余额 2021年 12月 31日余额 

资产总额 22,651.97 23,580.33 

负债总额 22,233.58 19,942.36 

净资产 418.39 3,637.97 

项目 2022年 1-10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2,022.40 2,493.86 

净利润 500.97 456.12 

注：财务指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华瑞沪二十八: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0月 31日余额 2021年 12月 31日余额 

资产总额 28,433.32 29,549.35 

负债总额 27,803.04 24,982.40 

净资产 630.28 4,566.95 

项目 2022年 1-10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2,825.57 3,486.34 

净利润 910.87 917.37 



 

注：上述财务指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标的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进行资产评估情况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对华瑞沪十一、华瑞沪十二、华瑞沪二

十八拟进行股权变更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0月 31日），并分别出具了【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第 8751号】资产评估

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第 8752 号】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2）第 8753号】资产评估报告。该评估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一）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华瑞租赁于 2022 年 11 月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华瑞沪十一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第

8751号】。评估结果如下：上海华瑞沪十一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17,574,573.98 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20,900,000.00元，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

终评论。上海华瑞沪十一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7,574,573.98元。 

华瑞租赁于 2022 年 11 月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华瑞沪十二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第

8752号】。评估结果如下：上海华瑞沪十二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30,190,169.79 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35,500,000.00元，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

终评论。上海华瑞沪十二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0,190,169.79元。 

华瑞租赁于 2022 年 11 月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华瑞沪二十八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

第 8753号】。评估结果如下：上海华瑞沪二十八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21,877,421.43

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23,700,000.00元，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

为最终评论。上海华瑞沪二十八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1,877,421.43元。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是指分别以 3 家被评估单位（华瑞沪十一、

华瑞沪十二、华瑞沪二十八）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方法。 

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以“基

础资产法”确认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为作价依据，交易定价公允。 

（二）具体评估信息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评估公司确定

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 3家标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在上述评估基础上，对形成的各种初步价值结论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

析，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和初步价值结论的合理性后，确定采用其中一种评估

方法结论作为评估对象的评估结论。 

1、评估方法：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的特性，以及评估现场

所收集到的企业经营资料，考虑华瑞沪十一、华瑞沪十二、华瑞沪二十八公司自

成立至评估基准日已持续经营数年，目前企业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未来具备可

持续经营能力，可以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收益，其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用货币衡量，

符合采用收益法的前提条件，因此本项目适宜采用收益法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结果主要是以基准日企业各项资产、负债更新重置成本为基础确定的，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且本次评估不存在难以识别和评估的资产或者负债，因此本项目适

宜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本次评估对象分别为涉及本次关联交易的华瑞沪十一、华瑞沪十二、华瑞沪

二十八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分别为华瑞沪十一、华瑞沪十二、华瑞沪二十

八各自申报的并经过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截至 2022年 10月

31日华瑞沪十一、华瑞沪十二、华瑞沪二十八公司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根据评

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进行评估。被评估单位关键资产价值采用重置成本法，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贴近

资产的市场价格，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能够最直接反映企业资产价值，基于

交易双方买卖股权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关键资产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评估选择资

产基础法作为评估依据。 

考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分析两种评估

方法对本项目结果的影响程度，根据本次特定经济行为，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



 

有利于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

结论。 

2、评估基准日：2022年 10月 31日 

3、重要评估假设： 

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

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

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

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3）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按预定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为前提，即被评估

单位的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不考虑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

不变而变更规划和使用方式。 

（4）资产持续使用假设：假设被评估资产在租约期内按照规划的用途和使

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条件合法、有效地持续使用下去，并在可预见的

使用期内，不发生重大变化。 

特殊假设： 

（1）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

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

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3）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的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行业政策、管理制度

及相关规定无重大变化。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资产评估报告

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6）假设公司保持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

向保持一致。 

（7）假设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8）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建造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 

（9）假设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

测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 

（10）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

均流出。 

（11）假设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正在履行或尚未履行的合同、协议、中标书均

有效并能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12）假设被评估单位需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机构、团体签发的执照、使用许

可证、同意函或其他法律性及行政性授权文件，于评估基准日时均在有效期内正

常合规使用，且该等证照有效期满后可以获得更新或换发。 

4、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重要评估参数及其合理性： 

①资产基础法技术思路和模型 

本项目采用的资产基础法是以重新建造一个与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表

内、表外各项资产、负债相同的、具有独立获利能力的企业所需的投资额，作为

确定企业整体资产价值的依据，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负债根据具体情况

选用适当的具体评估方法确定的评估价值加总，借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一种评

估技术思路。 

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计算公式：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总资产价值-总负债价值 

企业总资产价值=表内各项资产价值+表外各项资产价值 

企业总负债价值=表内各项负债价值+表外各项负债价值 

②资产基础法评定过程 

1、 流动资产 

包括：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 

（1） 货币资金 

包括：银行存款。本次评估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价值。 

（2） 应收款项 

包括：其他应收款。 

本次评估根据每笔应收款项原始发生额，按照索取认定坏账损失的证据，分

析、测试坏账损失率，分别按照账龄分析法、个别认定法、预计风险损失法扣除



 

应收款项的预计评估风险损失，确定评估价值。 

2、 非流动资产 

包括：固定资产-设备类。 

根据本次资产评估的特定目的、相关条件、委估设备的特点和资料收集等情

况，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以不含税价值确定评估价值，数量以评估基准日实际

数量为准。 

成本法，是指首先估测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业已存

在的各种贬值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予以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各种

评估方法。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 综合成新率 

（1）重置成本的确定 

标准成套的机器设备通过市场途径确定购置价，加计该设备达到可使用状态

所应发生的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和必要的附件配套装置费，按照委估资产所在地

区现行市场的取费标准，计取建设工程前期及其它费用和资金成本，结合国家相

关税费规定，确定重置成本。 

进口设备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CIF 价× 汇率× （1+关税税率+消费税税率+增值税税率+外贸手续费

率+国内运杂费率+安装调试费率+前期及其他费率+资金成本率）+FOB 价× 汇率×

（商检费率+银行手续费率）-进项税 

（2）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委估设备特点、使用情况、重要性等因素确定成新率。 

客运飞机主要由机体和发动机两大部分构成，本次评估以价值占比为权重加

权计算其成新率。 

飞机综合成新率=机体综合成新率× 机体价值占比+左发动机综合成新率× 左

发动机价值占比+右发动机综合成新率× 右发动机价值占比 

机体和发动机的成新率根据其价值构成的特点分为两部分： 

A、受飞机结构检（包括机身大修和发动机大修）影响大的价值构成部分，

即在每次飞行结构检时通常需要更换的部件，按其在评估基准日所对应的飞机结

构检周期内的状态确定其成新率，即飞机结构检成新率： 

机体结构检成新率=（1-修后运行时数/修后飞行时限）× 100% 

发动机结构检成新率=（1-修后运行时数/修后飞行时限）× 100% 



 

B、受飞机结构检影响不大的价值构成部分，即每次飞机结构检更换部件以

外的部分，对机体采用年限法、飞行时间和起落次数加权计算综合成新率，对发

动机采用年限法和热循环次数加权计算综合成新率。 

机体结构检部件外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 权重+飞行时间成新率× 权重+

起落次数成新率× 权重 

发动机结构检部件外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 权重+热循环次数成新率×

权重 

3、 负债 

为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具体包括：预收账款、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 

本次评估以核实后的实际应偿还的债务确定评估价值。 

（5）最近 12 个月内无其它有关机构出具评估报告或估值报告。 

（6）评估基准日至相关评估结果披露日期间，未发生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

重大影响的事项。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华瑞沪十一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账面资产总计

236,314,055.53元，评估价值 249,938,917.70元，评估增值 13,624,862.17元，

增值率 5.77%；账面负债总计 232,364,343.72元，评估价值 232,364,343.72元，

无评估增减值；账面净资产 3,949,711.81 元，评估价值 17,574,573.98 元，评

估增值 13,624,862.17 元，增值率 344.96%。（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资产

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第 8751号】）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华瑞沪十二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账面资产总计

226,519,718.43元，评估价值 252,525,946.56元，评估增值 26,006,228.13元，

增值率 11.48%；账面负债总计 222,335,776.77 元，评估价值 222,335,776.77

元，无评估增减值；账面净资产 4,183,941.66 元，评估价值 30,190,169.79 元，

评估增值 26,006,228.13 元，增值率 621.57%。（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资

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第 8752号】）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华瑞沪二十八飞机租赁有限公司账面资产总计

284,333,187.82元，评估价值 299,907,793.66元，评估增值 15,574,605.84元，

增值率 5.48%；账面负债总计 278,030,372.23元，评估价值 278,030,372.23元，

无评估增减值；账面净资产 6,302,815.59 元，评估价值 21,877,421.43 元，评



 

估增值 15,574,605.84 元，增值率 247.11%。（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资产

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第 8753号】） 

从评估报告看，三家目标公司收益法评估方法确定的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

高，评估公司选择了估值较为谨慎合理的资产基础法，采用重置成本法，在一定

程度上更加贴近资产的市场价格，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能够最直接反映企业

资产价值，基于交易双方买卖股权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关键资产的市场价值，因此

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 

评估标的华瑞沪十一的评估增值主要来源于公司持有的一架空客飞机资产

的增值，增值率 5.77%；评估标的华瑞沪十二的评估增值主要来源于公司持有的

一架空客飞机资产的增值，增值率 11.48%；评估标的华瑞沪二十八的评估增值

主要来源于公司持有的一架空客飞机资产的增值，增值率 5.48%。空客飞机作为

全球流通的美元资产，受益于汇率升值和机型的更新换代，其基础价值的增值基

本合理反映了本次评估对象的价值。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股权转让交易主体 

甲方、出让方：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称为“原股东”； 

乙方、受让方：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称为“新股东”； 

目标公司：上海华瑞沪十一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华瑞沪十二飞机租赁有

限公司/上海华瑞沪二十八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交易价格与支付方式 

华瑞租赁和吉祥航空关于目标公司华瑞沪十一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

条款 ：  

1、吉祥航空向华瑞租赁以现金的形式收购目标公司华瑞沪十一公司 100%的

股权。吉祥航空以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目标公司评

估值为作价依据，吉祥航空向华瑞租赁支付 17,574,573.98元（大写：壹仟柒佰

伍拾柒万肆仟伍佰柒拾叁元玖角捌分）股权转让款。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吉祥

航空将持有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1）自协议签署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新股东应向老股东支付

50%的股权转让价款；  



 

（2）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目标公司新股东

应向老股东支付剩余 50%股权转让价款。 

华瑞租赁和吉祥航空关于目标公司华瑞沪十二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

条款 ：  

1、吉祥航空向华瑞租赁以现金的形式收购目标公司华瑞沪十二公司 100%的

股权。吉祥航空以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目标公司评

估值为作价依据，吉祥航空向华瑞租赁支付 30,190,169.79元（大写：叁仟零壹

拾玖万零壹佰陆拾玖元柒角玖分）股权转让款。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吉祥航空

将持有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1）自协议签署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新股东应向老股东支付

50%的股权转让价款；  

（2）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目标公司新股东

应向老股东支付剩余 50%股权转让价款。 

华瑞租赁和吉祥航空关于目标公司华瑞沪二十八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

要条款 ：  

1、吉祥航空向华瑞租赁以现金的形式收购目标公司华瑞沪二十八公司 100%

的股权。吉祥航空以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目标公司

评估值为作价依据，吉祥航空向华瑞租赁支付 21,877,421.43元（大写：贰仟壹

佰捌拾柒万柒仟肆佰贰拾壹元肆角叁分）股权转让款。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吉

祥航空将持有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1）自协议签署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新股东应向老股东支付

50%的股权转让价款；  

（2）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目标公司新股东

应向老股东支付剩余 50%股权转让价款。 

上述三份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其他主要通用条款： 

（三）股权转让交割及过渡期内损益的归属 

1、甲方与乙方一致同意，自目标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除以

下 1.1、1.2、1.3特别约定外，甲方作为目标公司股东所对应的其它权利和义务

转移给乙方享有和承担。 



 

1.1关于奖励资金归属的特别约定：目标公司根据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保税区管理局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之扶持奖励的相关规定，预期能取得的对应于 2021年全年、2022年全年的奖励

资金，系甲方应享有的利益，根据“当年兑现前一年度奖励资金”的规定，目标

公司尚未实际收到 2021 年全年、2022年全年所对应的任何奖励资金，亦未计入

公司收入，甲方、乙方、目标公司均对此表示认可。 

目标公司应在实际收到 2021年全年、2022 年全年所对应的每笔奖励资金并

扣除相应税费后，根据甲方指令在接到通知的 15 天内将该笔资金支付至甲方指

定的银行账户。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后续年度对应的奖励资金，由新股东乙方享有。 

1.2关于现有负债的特别约定：目标公司对其全部负债负有清偿义务，各方

协商确定，目标公司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债权债务应当由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的目标公司享有及承继。 

1.3关于目标公司对原股东应付往来款的特别约定： 

华瑞沪十一：经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53166 号审计，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日，目标公司对原股东应付往来款余额为 75,465,514.59元（大写：柒仟伍佰

肆拾陆万伍仟伍佰壹拾肆元伍角玖分），目标公司应将上述借款分两笔偿还至甲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一笔，目标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 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借款的 50%

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二笔：目标公司应在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将剩余 50%借款

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华瑞沪十二：经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53167 号审计，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日，目标公司对原股东应付往来款余额为 61,482,318.86元（大写：陆仟壹佰

肆拾捌万贰仟叁佰壹拾捌元捌角陆分），目标公司应将上述借款分两笔偿还至甲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一笔，目标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 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借款的 50%

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二笔：目标公司应在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将剩余 50%借款

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华瑞沪二十八：经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53169号审计，截至 2022 年 10月

31日，目标公司对原股东应付往来款余额为 78,823,897.66元（大写：柒仟捌佰



 

捌拾贰万叁仟捌佰玖拾柒元陆角陆分），目标公司应将上述借款分两笔偿还至甲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一笔，目标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 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借款的 50%

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二笔：目标公司应在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的一年内，将剩余 50%借款

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应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积极协助和配合

目标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有关变更登记手续。 

3、关于过渡期（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交割日为工商变更登记

之日）损益的归属，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的损益由新股东即乙方享有或承担。 

（四）协议的生效条件及时间 

本协议经各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后，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五）违约责任 

1、本协议一经签署，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或违反

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其他义务的，即构成违约。 

2、因违约给他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受损方的损失，损失包括：实际损失、

协议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追索赔偿产生的费用等。承担违约责任不免除违约方

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 

（六）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签署、效力、解释和履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仅

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协议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

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协商不成或不愿协商的，均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解决，仲裁地点在上海，仲裁裁

决是终局的，对协议各方均有约束力。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1、完善公司租赁业务结构转型，在保持经营性飞机租赁业务特色的基础上，

通过结构调整拓展多元化业务模式，在未来实现不同业务模式的均衡发展，有利



 

于公司业务长期发展。 

2、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方向，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促进租赁业务结构

的优化与完善。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加快调整公司飞机租赁业务结构，完善租赁业务

发展布局，更好的加强华瑞租赁未来在融资租赁业务市场的能力，提高经营效率，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战略。 

 

七、风险提示及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事项尚存在不能获得审批机构书面核准的风险，华瑞租赁将会按照

相关要求积极推进相关进程。 

 

八、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12 月 12 日爱建集团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5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转让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SPV项目公司（华瑞沪十一）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于转让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SPV项目公司（华瑞沪十二）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转让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SPV项目公司（华

瑞沪二十八）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1、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53166号】确定的审计数据，

和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

第 8751号】中以“资产基础法”确认的华瑞租赁 SPV项目公司华瑞沪十一 100%

股权评估值人民币 17,574,573.98元为作价依据，由吉祥航空受让目标公司 100%

股权，交易总金额为 93,040,088.57元，其中股权转让金额为 17,574,573.98元，

华瑞沪十一对原股东华瑞租赁应付往来款为 75,465,514.59元；以审计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2]第 ZA53167 号】确定的审计数据，和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

报字（2022）第 8752 号】中以“资产基础法”确认的华瑞租赁 SPV 项目公司华

瑞沪十二 100%股权评估值人民币 30,190,169.79 元为作价依据，由吉祥航空受

让目标公司 100%股权，交易总金额为 91,672,488.65 元，其中股权转让金额为

30,190,169.79 元，华瑞沪十二对原股东华瑞租赁应付往来款为 61,482,318.86

元；以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53169 号】确定的审计数据，和资产评

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2）第 8753 号】中以“资产基础法”确认的华瑞



 

租赁 SPV 项目公司华瑞沪二十八 100%股权评估值人民币 21,877,421.43 元为作

价依据，由吉祥航空受让目标公司 100%股权，交易总金额为 100,701,319.09元，

其中股权转让金额为 21,877,421.43元，华瑞沪二十八对原股东华瑞租赁应付往

来款为 78,823,897.66 元；并签署《关于华瑞沪十一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华

瑞沪十二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华瑞沪二十八之股权转让协议》。2、同意授权

公司的经营管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

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表决结

果如下：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王均金、侯福宁、蒋海龙、

马金、胡爱军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经核查,我们认为：关于转让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SPV项

目公司（华瑞沪十一、华瑞沪十二、华瑞沪二十八）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已出具书面审核意见：“经过核查，

我们认为，《关于转让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SPV 项目公司（华瑞沪十一）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转让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SPV 项目公司

（华瑞沪十二）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转让上海华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SPV项目公司（华瑞沪二十八）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获得审批机构书面核准。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