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机电        公告编号：2019-063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录、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将所持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100%股权按照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

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的交易价格，

转让给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本次股权转让能否通过上述

决策程序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持中航工业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机电”、“公司”）持续

增长的盈利能力，提升整体业绩水平，公司拟将持有的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下

称“贵阳电机”）100%股权转让给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机

载”，前述行为简称“本次股权转让”）。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终止实施贵阳

电机作为实施主体的募投项目。 

2019年12月2日，中航机电与航空工业机载签署《关于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100%

股权之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同意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

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

据确定。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方航空工业机载为中航机电的控股股东，根据《公



司章程》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股权转让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27582W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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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昆辉 

注册资本：499,777.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07 月 23 日 

经营范围：各类飞行器、发动机配套的机载机电系统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的投资与管理；航天、船舶、电子信息相关的机电产品的销售；汽车部件及系统、

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设备、智能系统及设备、机械制造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

务；机电设备及系统、专用车、电动车、制冷系统、摩托车的研制、生产、销售；

软件信息化产品生产、研发及服务；信息系统及产品、软件产品、安全与服务系统

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航空工业机载 100%

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2、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538,276 18,874,304 

负债总额 10,619,675 11,146,755 

净资产 5,918,601 7,727,549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6,478,745 13,365,945 

营业利润 241,523 705,187 

净利润 216,779 602,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509 421,544 

注：航空工业机载 2018 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9 年三季度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说明 

鉴于航空工业机载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公司章程》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本

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的类别为出售股权类资产。 

（二）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贵阳电机100%股权。 



1、基本情况 

名称：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4714377766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公司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乌江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毕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027.5 万元 

成立日期：2000 年 8 月 10 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航空及非航

空电机电器制造；电源系统总体、武器装备专用传感器的科研、修理及技术服务；

非标准设备制造；工模具制造；机床修理；汽车销售（凭品牌汽车备案手续销售）；

铸造；销售：金属材料、建材、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国家专项管理的

除外）；电机电器、汽车零部件、成套设备进出口业务。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公司持有贵阳电机 100%股权。 

3、主要财务指标 

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89,425.38 164,633.91 

负债总额 161,958.88 138,027.04 

净资产 27,466.50 26,606.87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46,418.13 58,625.46 



营业利润 877.64 -2,521.18 

净利润 901.37 -2,559.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67.34 3,152.84 

注：贵阳电机 2018 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9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4、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 

中航机电不存在为贵阳电机提供担保、委托贵阳电机理财的情形。 

为实施 2018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公司已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向其提供

7000 万元募集资金。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贵阳电机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股

100%的子公司。为避免公司对贵阳电机的委托贷款被认定为关联方资金占用，根据

公司拟与航空工业机载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航空工业机载承诺贵阳电机应不迟于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偿还完毕前述委托贷款，否则由航空工业机载不迟于本次股

权转让的交割日代为偿还。 

5、权属情况： 

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6、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航机电不再控制贵阳电机，贵阳电机亦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贵阳电机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

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截至目前，本次股权

转让涉及的评估报告已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国融兴华评报字 S［2019］第 007 号），贵阳电机截至评

估基准日（2019 年 6 月 30 日）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277,300,000.00 元。各方在此

同意并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经备案的净资产评估

值减去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88,500,848.53 元，故标的股权的

交易价格为 188,799,151.47 元。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航机电与航空工业机载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中航机电拟将其持有的贵阳电机 100%股权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给航

空工业机载，航空工业机载同意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中航机电持有的标的股权。 

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

具的并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国融兴华评报字 S［2019］第 007 号），贵阳电机截至评

估基准日（2019 年 6 月 30 日）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277,300,000.00 元。各方在此

同意并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经备案的净资产评估

值减去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88,500,848.53 元，故标的股权的

交易价格为 188,799,151.47 元。 

航空工业机载将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0%；在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0%。 

2、期间损益归属 

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确定的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即过渡期间）标的

股权产生的利润由中航机电享有，亏损由航空工业机载承担。 



3、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

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股权转让协议。 

违约方应依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

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4、协议生效及终止 

（1）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后成立，并自以下条

件全部成就后即生效： 

①本次交易经中航机电、航空工业机载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批准； 

②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获得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③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 

④取得其他有权机关之必要同意（如涉及）。 

（2）终止 

在交割日之前，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或发生由于不可抗力或本次交易所涉各方

以外的其他原因而不能实施，协议终止。 

六、 其他安排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航空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232号）核准，公司于2018年8月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1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21

亿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2,373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7,627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8

年8月31日出具了众环验字（2018）020014号《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验证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拟随贵阳电机100%股权一并转让的贵阳电机航空电源生产能力提升项目

属于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该项目原计划与实际

投资情况如下： 

贵阳电机航空电源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已取得贵州省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服

务局出具《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项目实施主体为贵阳电机，项目原计划

投资总额为 8,591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为 7,000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3.33%。

拟投入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建筑工程费用等，该项目建设期为

三年。 

截至 2019 年 12 月 2 日，贵阳电机航空电源生产能力提升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

资金 6086.55 万元，主要用于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 3953.14 万元、建筑工程费用

2133.13 万元，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923.42 万元（含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七、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保持中航机电持续增长的盈利能力，提升整体业绩水平。 

八、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今，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本公司与本次关联交易对方航空工业

机载发生的各类其他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20,226.87万元。 

九、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张国华、刘学军、景旭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后，同

意将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张国华、刘学军、景旭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股权转让的方案、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方案合理，

切实可行，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贵阳电机 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

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本次股权转让定价

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4、本次股权转让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按

规定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受让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审议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贵阳航空电机有限

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已发表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资产已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相关部门评估备案，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2、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

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中航机电转让贵阳机电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 备案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 关于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转让协议 

4. 贵阳电机 2018 年度审计报告、2019 年 1-9月财务报表 

5. 《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 S［2019］第 007 号）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