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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案 

1．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联方海航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实业”）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金额为 3.00 亿元贷款，公司控股子公司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为前述

借款事项提供信用担保。 

上述担保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贷款到期

日与担保到期日一致。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物 
担保金额 

（亿元） 

担保余额

（亿元）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

限责任公司 

海航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担保 信用担保 3.00 2.459 

二、被担保方介绍 

被担保方：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被担保方关系介绍 

公司和海航实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公司和关联方属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方。海航实业持有公司 3.35%股权。 

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时间：201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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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1,413,652.58 万元 

（5）法定代表人：陈汉 

（6）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6 号院 1 号楼 3 层 306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销售机械设备；机械设备租赁。 

（8）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财务数据 

（经审计） 

总资产 251,769,208,801.05 

负债总额 158,503,805,035.86 

净资产 93,265,403,765.19 

营业收入 48,933,007,954.46 

净利润 -8,330,697,683.3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协议主要内容 

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有限责任公司 

海航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孙公司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为海

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为 9个月，若主协议下债务进入宽限期，

则履行期限至 2021 年 1月 12日。担保范围为全

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重组宽限补偿金和所有的应付

费用。 

为保护公司利益，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信用担保的方式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保证

范围包括：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本次担保事

项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

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有限责任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

用。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关联方海航实业提供担保事项在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的为关联方担保额度内。本次担保海航实业已提供反担保，海航实业旗下持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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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上市公司股权，随着流动性风险的逐步化解，债务偿还能力逐步增加。故公司

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就本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事前征求独立董事认可，独立董事发表

了如下事前认可意见：为防范公司的对外担保风险，我们督促公司要求关联方为

其提供了反担保。通过对上述担保事项的核查，我们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

对关联方海航实业提供担保事项在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为关联方担保额度内。同

时，为防范公司的对外担保风险，海航实业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了反担保措

施，可以保障公司利益，降低公司担保风险。故我们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关联

方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138.57 亿元（含担

保逾期利息金额 6.27 亿元，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175.13 亿元，分别占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49.43%、62.4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余额中的逾期担保金额为 47.51 亿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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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贷款展期提供担保的议案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贷款展期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联方海航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实业”）向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银信托”）申请金额为 4.20 亿元贷款，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岛临空”）将其所持有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为前述

借款事项提供抵押担保。本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关联方海航实业向交银信托申请金额为 17.00 亿元贷款，公司控股子公

司海南海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控置业”）将其所持有的在建工程以及

对应土地使用权、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岛临空将其所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作为

抵押物，为前述借款事项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海航地产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产控股”）将其所持有海控置业股权作为抵押物，为前

述借款事项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两笔担保初始日期分别为 2017 年 2 月 22 日、2016 年 12 月 8 日。现公

司决定将上述两笔担保分别展期至 2021 年 8 月 24 日、2021 年 6 月 5 日，两笔

贷款到期日与担保到期日一致。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抵押物 
担保金额

（亿元） 

担保余额

（亿元）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海岛临空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交银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海岛临空以海口是琼山区大英

山新城市中心 D10地块的土地使

用权抵押担保。 

4.20 4.16 

海南海控置业有限

公司、海航地产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海岛临空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交银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1、海控置业以位于海口市世贸

东侧的“海航国际广场”项目 A、

C座及地下室在建工程以及对应

土地使用权； 

2、地产控股持有的海南海控置

17.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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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100%股权（102,725万）进行

质押担保； 

3、海岛临空以海口市美兰区国

兴大道 11号海阔天空国瑞城（S5

地块）B 座办公楼 14套现房； 

4、海岛临空以海口市琼山区大

英山新城市中心 D10地块的土地

使用权（第二顺位）。 

二、被担保方介绍 

（一）被担保方关系介绍 

公司和海航实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公司和关联方属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方。海航实业持有公司 3.35%股权。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时间：2011 年 4 月 14 日 

4、注册资本：1,413,652.58 万元 

5、法定代表人：陈汉 

6、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6 号院 1 号楼 3 层 306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销售机械设备；机械设备租赁。 

8、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财务数据 

（经审计） 

总资产 251,769,208,801.05 

负债总额 158,503,805,035.86 

净资产 93,265,403,765.19 

营业收入 48,933,007,954.46 

净利润 -8,330,697,683.3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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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协议主要内容 

海航基础设施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海岛

临空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海航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交银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1. 交银信托与海航实业、海岛临空签署《交银国

信·聚通 9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权转让合同

之补充协议 3》，对转让价款付款期限、利率进

行调整（利率从 10.8%调整至 6%）。 

2. 公司同意继续为海航实业履行《股权转让合

同》、《补充协议 3》（包括双方对该等合同的

任何修改和补充）项下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海岛临空与交银信托签署《交银国信•

聚通9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抵押合同A之补充协

议 2》继续以海岛临空名下 D10 地块土地使用权

抵押，担保范围为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

权的费用。 

3. 为保护公司利益，海航实业以信用担保的方式

为担保方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海航实业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

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

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

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及子公司因履行

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海南海控置业有

限公司、海南海

岛临空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海航

地产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海航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交银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1. 交银信托与海航实业、海控置业签署《交银国

信·聚通 9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权转让合同履

行方法约定书之补充协议 2》、《交银国信·聚

通 9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

协议 3》、《交银国信•聚通 98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 3》对转让价款付款期

限、利率进行调整（利率从 10.8%调整至 6%）。 

2. 海控置业签署《交银国信•聚通 98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最高额抵押合同之补充协议 3》继续以

位于海口市世贸东侧的“海航国际广场”项目 A、

C 座及地下室在建工程以及对应土地使用权抵押

担保；海岛临空签署《交银国信•聚通 98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抵押合同 2-1之补充协议》、《交

银国信•聚通 9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抵押合同之

补充协议》继续以海口市琼山区大英山新城市中

心 D10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第二顺位）、海口市

美兰区国兴大道 11 号海阔天空国瑞城（S5地块）

B座办公楼 14套现房抵押担保；地产控股签署《交

银国信•聚通 9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权质押合

同 2之补充协议》继续以持有海控置业 100%股权

（102725万）质押担保。担保范围为全部贷款本

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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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协议主要内容 

3. 为保护公司利益，海航实业以信用担保的方式

为担保方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海航实业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

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

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

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子公司因履行担

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关联方海航实业提供担保事项是对前次贷款展期所

提供的延期担保，该担保事项已在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本次担保

在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为关联方担保额度内。本次担保海航实业已提供反担保，

海航实业旗下持有部分上市公司股权，随着流动性风险的逐步化解，债务偿还能

力逐步增加。故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就本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事前征求独立董事认可，独立董事发表

了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贷款展期提供担保的议

案》中所述的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是对前次贷款展期所提供的延期担保，为防

范公司的对外担保风险，我们督促公司要求关联方为其提供了反担保。通过对上

述担保事项的核查，我们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

对关联方海航实业提供担保事项是对前次贷款展期所提供的延期担保，本次担保

在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为关联方担保额度内。同时，为防范公司的对外担保风险，

海航实业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了反担保措施，可以保障公司利益，降低公司

担保风险。故我们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海航实业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138.57亿元（含担保

逾期利息金额6.27亿元，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175.13亿元，分别占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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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49.43%、62.4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余额中的逾期担保金额为47.51亿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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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成立日期：中审众环始创于 1987 年，是全国首批取得国家批准具有从

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及金融业务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2013

年 11 月，按照国家财政部等有关要求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 

（2）内部治理架构和组织体系：中审众环秉承“寰宇智慧，诚信知行”的

企业核心价值观。中审众环建立有完善的内部治理架构和组织体系，事务所最高

权力机构为合伙人大会，决策机构为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并设有多个专业委员会，

包括：战略发展及业务规划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与质量控制委员会、人力资源

及薪酬考核委员会、财务及预算管理委员会、国际事务协调委员会、专业技术及

信息化委员会等。在北京设立了管理总部，在全国设立多个区域运营中心，建立

起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域的服务网络，在国内主要省份及大中型城市包括：武汉、

北京、云南、湖南、广州、上海、天津、重庆、广西、四川、山西、江西、河北、

河南、深圳、珠海、东莞、佛山、海南、福建、厦门、浙江、江苏、山东、潍坊、

安徽、黑龙江、辽宁、吉林、大连、陕西、西安、贵州、新疆、内蒙古和香港等

地设有 36 个分支机构，并在质量控制、人事管理、业务管理、技术标准、信息

管理等各方面实行总所的全方位统一管理。事务所总部设有多个特殊及专项业务

部门和技术支持部门，包括管理咨询业务部、IT 信息审计部、金融业务部、国

际业务部和质量控制部、专业标准培训部、市场及项目管理部、信息部、人力资

源部、职业道德监察部等部门。 

（3）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2-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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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执业资质：中审众环已取得由湖北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资格（证书编号：42010005），是全国首批取得国家批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及金融业务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具有美国公众公司会

计监督委员会（PCAOB）颁发的美国上市公司审计业务资质，获得军工涉密业

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资格。 

（5）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中审众环自 1993 年获得会计师事务所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以来，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6）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分支机构相关信息：公司审计业务由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以下简称“中审众环海南分所”）具体

承办。中审众环海南分所系于 2015 年 8 月由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海南分所以新设方式变更而来，前身系海口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雷小玲。

中审众环海南分所已取得由海南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证

书编号：420100054601），注册地为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 66 号宝安江

南城营销中心，2019 年末拥有从业人员百余人，其中注册会计师 30 人，自成立

以来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先后为十余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 

2、人员信息 

（1）首席合伙人：石文先 

（2）2019 年末合伙人数量：130 人 

（3）2019 年末注册会计师人数及近一年的变动情况：1,350 人，2019 年较

2018 年新增 365 人，减少 188 人。 

（4）是否有注册会计师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及其 2019 年末人数：是，2019

年末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900 余人。 

（5）2019 年末从业人员总数：3,695 人 

3、业务规模 

（1）2019 年度业务收入：185,897.36 万元 

（2）2019 年净资产金额：8,302.3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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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情况： 

2019 年上市公司家数 155 家；截止 2020 年 4 月 30 日，上市公司家数 160

家。 

2019 年上市公司收费总额：18,344.96 万元 

2019 年上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房地产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等。中审众环具有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2019 年上市公司资产均值：1,491,537.09 万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审众环每年均按业务收入规模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并补充计提职业风险

金，累计赔偿限额 6 亿元，目前尚未使用，可以承担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

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中审众环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中审众环最近 3 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处分；中审众环最近 3 年累

计收（受）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为中国证监会各地证监局出具的 15 封警示函，

已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向各地证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1）项目合伙人：雷小玲，中国注册会计师，先后服务上市公司近 20 家，

担任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委员期间，先后审核 IPO 企业、上市公司再融资逾百家。

现为中审众环合伙人、海南省政协委员。 

（2）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李玲，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主持

多家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大中型国企的财务报表审计、改制审计及专项审计

及复核工作，从事证券行业工作二十年以上。现为中审众环风险控制委员会副主

任，云南质控中心负责人，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无兼职。具备相应专业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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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3）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卢剑，中国注册会计师，2007 年起从事审计业务，

负责过多家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大中型国企的财务报表审计、改制审计及专

项审计。现为中审众环合伙人，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无兼职。具备相应专

业胜任能力。 

2、项目成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1）项目合伙人、质量控制复核人和拟签字会计师等相关人员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2）项目合伙人、质量控制复核人和拟签字会计师等相关人员最近 3 年未

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三）审计收费 

（1）审计费用定价原则 

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综合考虑参与工

作员工的经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实际因素定价。 

（2）审计费用 

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收费为 530 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430 万元，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100 万元。 

2020 年度，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市场一般情况，综合

考虑参与审计工作的项目组成员的经验、级别、投入时间和工作质量综合确定审

计费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

代表审议。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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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为公司董监高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董监高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工作需要，依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以下简称

“董监高责任险”），责任保险的具体方案如下： 

投保人：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险人：保险期限内，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限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年； 

保险费总额：不超过 60 万元人民币/年（保险费总额以最终签署的保险合同

为准）； 

保险期限：3 年。 

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董监高责任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确定保险公司；如市场发生变化，则根据市场情况确定责任限额、保险费

总额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今后董监高责任险保险合同期满

时或之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相关事宜。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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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制定《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定《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保证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大会

会议的顺利进行，规范股东大会的组织和行为，提高股东大会议事效率，维护股

东合法权益，保证股东大会能够依法行使职权及其程序和决议内容有效、合法，

制定本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

代表审议。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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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制定《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定《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了进一步规范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

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提高董事会规

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制定本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

代表审议。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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