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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审议调整股权托管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加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下属相关

业务的整合，中航机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更名为“中航航空电子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子”或“公司”）与航空工业于 2014

年签署了《股权托管协议》，航空工业将其持有的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 100%股权委托给公司管理。 

为了提升上市公司航空电子产业专业化发展，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提升公司的管理效率，使上市公司与托管单位能够协同发展，拟对委

托公司管理的公司范围及相关托管事宜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托管单位 

调整后的托管单位共计 14 家，具体见下表：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注册资本/开办资金 

（万元） 

托管股权比例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 事业单位 84,042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事业单位 92,087 —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 事业单位 119,601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

所 
事业单位 77,227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

所 
事业单位 25,833 — 

北京青云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0,057 100 

陕西宝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800 100 

深圳市汇富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1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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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宝成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 64.5 

中航无锡雷达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 100 

中航洛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 100 

中航（上海）航空无线电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 100 

中航西安飞行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 100 

中航西安航空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 100 

二、托管协议安排 

拟终止公司与航空工业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并由公司与中航机载

系统有限公司签署新的《托管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托管单位 

前述 14 家企事业单位。 

（二）托管期限 

自《托管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下述日期中最先发生之日止：（1）目

标单位的被托管股权转让并过户至第三方名下或目标单位的举办单位发生

变更；或（2）目标单位的法人资格终止；或(3)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托管

协议》之日。 

（三）托管权利 

托管协议生效后，公司有权行使对被托管单位除利润分配请求权、剩

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及被托管股权处置权以外的所有权利。 

（四）托管费用 

对于被托管单位中当年盈利的企业，当年托管费用为按照公司受托管

理的股权比例计算的目标企业当年度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的 2‰（即：某

目标公司当年营业收入额×受托管理的股权比例×2‰）；对于目标企业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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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亏损的单位，当年托管费用为 20 万元。 

（五）托管协议生效条件 

托管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公章； 

2、委托方按照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3、受托方按照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包括但不限

于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托管事宜； 

4、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其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要求履行

完毕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次托管事宜； 

5、就本次托管事项取得其他有权机关必要的同意或授权。 

（六）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托管的具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终止与公司本次托管相关的

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办理有关审批事宜，根据航空工业及其他有权机

关的批复或要求对本次托管的具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等。 

为方便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提高决策效率，将上述关联方

涉及的与公司的关联交易纳入公司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管理体系，无需每年

就具体实施协议进行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议案为关联交

易议案，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以上，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附件：托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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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协议 

 

本协议由下述双方当事人于二零一八年    月  在中国北京市签订： 

委  托  方：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5 号曙光大厦 A 座 1 层 101 室 

法定代表人：王坚 

受  托  方：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29 号院 8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昆辉 

 鉴于： 

    1、目标单位（范围请见本协议第一条）均为依照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企事业单位。 

2、委托方为一家依照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目前

受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管理本协议第一条列示的目标单位。 

3、受托方为一家依照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

依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600372）。 

4、委托方拟委托受托方代为管理目标单位及其行使管理职能的下属单位，受

托方亦同意接受该委托。 

    因此，委托方、受托方经友好协商，就本协议所述之目标单位托管达成如下

协议： 

第一条 目标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注册资本/开办资

金（万元） 

托管股权比例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 

事业单位 84,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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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事业单位 92,087 —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
究所 

事业单位 119,601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
所 

事业单位 77,227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
所 

事业单位 25,833 — 

北京青云航空设备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0,057 100 

陕西宝成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800 100 

深圳市汇富源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10 39 

深圳宝成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 64.5 

中航无锡雷达技术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 100 

中航洛阳光电技术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 100 

中航（上海）航空无线
电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 100 

中航西安飞行自动控制
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 100 

中航西安航空计算技术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 100 

第二条 托管内容 

2.1 委托方同意将目标单位委托给受托方管理，受托方有权行使对被托管

单位除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及被托管股权处置权以

外的所有权利。 

2.2 受托方持本协议即可行使上述权利，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并无须

另行获得委托方的授权委托书。 

2.3 本协议有效期内，除非委托方、受托方另行约定并经履行适当法律程

序，受托方不以自己的资产为目标单位偿还债务及提供担保。 

第三条 协议的生效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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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本托管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 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公

章； 

（2） 委托方按照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3） 受托方按照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包括

但不限于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托管事宜； 

（4）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其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要

求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次托管事宜； 

（5） 就本次托管事项取得其他有权机关必要的同意或授权。 

   3.2  本托管协议项下的托管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下述日期中最

先发生之日止：（1）目标单位的被托管股权转让并过户至第三方名下或

目标单位的举办单位发生变更；或（2）目标单位的法人资格终止；或(3)

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之日。 

第四条 托管费用 

    对于被托管单位中当年盈利的企业，当年托管费用为按照公司受托管理的股

权比例计算的目标企业当年度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的 2‰（即：某目标公司当年

营业收入额×受托管理的股权比例×2‰）；对于目标企业中当年亏损的单位，当年

托管费用为 20 万元。 

第五条 委托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委托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向受托方作出如下声明、保证和承诺： 

    5.1 关于授权 

5.1.1 委托方合法管理目标单位。对于目标单位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委

托方合法、全权拥有本协议项下的被托管股权，该等被托管股权

未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第三者权利。 

5.1.2 代表委托方签署本协议的签字人为委托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合法

授权人，有权代表委托方签订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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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委托方已根据其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了一切必要的授权以签署

及执行本协议。 

5.1.4 委托方承诺于本协议签署之日书面函告目标单位本协议规定的

目标单位托管事宜，并同时将本协议的一份正本递交目标单位。 

51.5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委托方保证不撤销本协议规定的目标单位托

管，并应为受托方处理委托事项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包括但不

限于提供相应的书面授权证明、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等（如需）；

委托方保证在受托方遵守本协议的情况下，不以任何形式干涉、

阻挠或影响受托方行使托管权。 

5.1.6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非得到受托方的书面同意，委托方不会与

除受托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达成管理目标单位的任何合同或协

议；也不会与除受托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达成处置（包括但不限

于质押、转让、抵债等）本协议项下被托管股权的任何合同或协

议。 

5.1.7 在本协议签署之前，委托方没有签署过任何包含有禁止或限制目

标单位托管的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 

5.1.8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委托方不可撤销的认可受托方与目标单位

（含其合并报表的子公司）之间全部交易的有效性。 

5.2  关于目标单位 

5.2.1 根据中国法律，目标单位已取得其设立及经营业务所需的一切批

准、同意、授权和许可，所有这些批准、同意、授权和许可均为

有效。 

5.2.2 在目标单位的经营范围内，概无影响受托方利益的、违反中国法

律、行政法规的事件发生。 

5.2.3 目标单位根据中国法律有权经营本协议签订之日前其正在经营

的一切资产和业务。 

5.2.4 目标单位的经营和销售，没有侵犯任何专利、商标或类似的知识

产权，并无任何人士提出与上述经营和销售有重大关系的权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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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亦无一旦对方诉讼成功将会对上述经营和销售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的争议尚待了结。 

5.2.5 目标单位一切按中国法律法规应该保险的财产，在本协议签订之

日均已按中国法律法规规定投保，且该等保单在本协议签订之日

仍然有效。 

第六条 受托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受托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向委托方作出如下声明、保证和承诺： 

6.1  代表受托方签署本协议的签字人为受托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合法授权人，

有权代表受托方签订本协议。 

6.2  受托方已根据其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了一切必要的授权以签署及执行

本协议。 

6.3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受托方保证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正确行使目标单位之托管权利，并尽职履行托管义务。 

6.4  在本协议签署之前，受托方没有签署过任何包含有禁止或限制托管目标

单位的条款的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 

第七条 保密 

    本协议双方应对本协议涉及的目标单位及本协议双方的商业资料予以保密，

但法律或行政法规要求或有关监管机构要求其承担披露义务的除外。 

第八条 不可抗力 

8.1  如因地震、火灾、战争等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导致本

协议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本协议其中的任何条款，则免除该方的违约责

任，但该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产生后合理的时间内通知对方并采取必要

的降低损失的补救措施。 

8.2  如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协议任何一方完全不能履行本协议，则不能履

行的一方应当向对方发出书面终止协议通知，本协议自通知收到之日终

止。 

第九条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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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方及受托方之任何一方违反其各自在本协议项下之声明、承诺及保证，

或不履行其应承担的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应向守

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十条 相关税费 

    本协议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全部税项及费用，凡法律、行政法规有规

定者，依规定办理；无规定者，由发生费用的一方承担。 

第十一条 适用的法律和争议解决 

11.1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法律管辖。 

11.2 如本协议双方就本协议之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如不能获得协

商解决，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除法院另

有规定外，诉讼费及与诉讼有关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均由败诉方承担。 

第十二条 文本 

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委托方、受托方各执两份，每份文本具有相同法律效

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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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托管协议之签署页） 

 

 

 

 

 

委托方：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8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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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托管协议之签署页） 

 

 

 

 

            

受托方：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8 年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