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机电        公告编号：2022-030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下属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方案

调整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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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机电”或“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下属西安

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庆安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庆安集团”）将其控股的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庆安制冷”）与沈阳中航机电三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

三洋”）进行重组，筹划的重组方式为：以“新设合并”方式将庆安制冷与机电

三洋进行整合。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子公司所属西安庆安制冷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经研究

论证，各方决定不再以“新设合并”方式将庆安制冷与机电三洋进行整合，交易

方案拟调整为庆安集团以其持有的庆安制冷 51%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向北京航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航华”）进行增资（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本次交易方案为庆安集团以其所持有庆安制冷 51%股权向北京航华以非公

开协议方式进行增资，北京航华的原股东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

载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北京航华整合后的股权比例按照庆安制冷及北京航

华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备案后的净资产评估

值计算。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航华的注册资本从 20,664 万元增加至 39,7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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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庆安集团持有庆安制冷 65.62%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庆安

集团持有庆安制冷的股比将变为 14.62%，庆安制冷将不再纳入庆安集团合并报

表范围。本次交易前后，北京航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认缴

增资额 

（万元） 

本次交易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中航机载系统

有限公司 
20,664 100 0 20,664 51.93 

庆安集团 

有限公司 
0 0 19,128 19,128 48.07 

合计 20,664 100 —— 39,792 100 

因北京航华为公司控股股东机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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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已于 2022年 6月 28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交易提交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该交易的独立

意见，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交易相关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航华 

本次被增资的公司为北京航华，其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航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306421158A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5 号 5 号楼 1 层 102 室 

法定代表人：胡小龙 

注册资本：20,664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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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机载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航空工业为其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销售制冷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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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北京航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北京航华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类别 2021.12.31 2022.3.31 

资产总额 64360.46 64360.11 

负债总额 47107.4 47107.4 

资产净额 17253.06 17252.71 

类别 2021 年度 2022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27.33 -0.36 

净利润 0.27 -0.36 

注：上述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航空工业备案的《庆安集团有限

公司拟以持有的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对北京航华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增资所涉及的北京航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1]第 030460 号），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北京航华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21 年 6 月 30 日），北京航华

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4,368.99 万元，评估值为 88,250.45 万元，增值率 37.10%；

负债账面价值为 47,133.24 万元，评估值为 47,133.24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 17,235.75 万元，评估值为 41,117.22 万元，增值率 138.56%。 

5、因北京航华为公司控股股东机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控股

股东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北京航华为公司关

联法人，属于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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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载公司 

机载公司系被增资主体北京航华目前的唯一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27582W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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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超 

注册资本：873,118.32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23 日 

股权结构：航空工业持股 100%，为其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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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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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机载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机载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类别 2021.12.31 2022.3.31 

资产总额  20,109,328   19,762,932  

负债总额  13,142,735   12,568,013  

资产净额  6,966,593   7,194,919  

类别 2021 年度 2022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1,499,372   2,631,847  

营业利润  111,206   93,880  

净利润  74,212   8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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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机载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机载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属于公司关联

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庆安制冷 51%的股权是本次用于增资的标的资产。庆安制冷的基本情况如

下：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628054194T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二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王俊 

注册资本：22,778.49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 年 9 月 30 日 

股权结构：庆安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5.62%，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 28.51%，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持股 5.73%，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 0.14%。 

经营范围：气体压缩机械制造；制冷、空调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

特种设备制造）；会议及展览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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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类别 2021.12.31 2022.3.31 

资产总额 155,103.55 153,932.96 

负债总额 91,508.13 91,2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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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总额 23,943.87 10,978.48 

净资产 63,595.43 62,730.49 

类别 2021 年度 2022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90,083.2 16,672.08 

营业利润 509.03 -938.83 

净利润 426.7 -91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1.45 -3,329.16 

注：上述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庆安制冷目前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3.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航空工业备案的《庆安集团有限

公司拟以持有的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对北京航华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增资所涉及的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1]第 030459 号），本次评估选定以资产基础法评

估结果作为庆安制冷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庆安制冷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28,433.42 万元，评估值为

140,468.40 万元，增值率 9.37%；负债账面价值为 65,895.33 万元，评估值为

65,835.83 万元，评估减值率 0.09%；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62,538.09 万元，评估值

为 74,632.57 万元，增值率 19.34%。 

4. 庆安制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庆安集团所持有的庆安制冷 51%股权，不

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庆安集团有限公司拟以持有的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对

北京航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增资所涉及的北京航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1]第 030460 号），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以下简称“评估基准日”），北京航华的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

41,117.22 万元。根据《庆安集团有限公司拟以持有的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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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股权对北京航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增资所涉及的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1]第 030459

号）并经各方确认，庆安制冷的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74,632.57 万元。 

本次交易以上述经航空工业备案的评估值为基础，庆安集团以标的股权作价

38,062.61 万元向北京航华增资，其中 19,128 万元计入北京航华的注册资本，其

余溢价部分计入北京航华的资本公积。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机载公司、庆安集团及北京航华拟签署《增资协议》，《增资协议》的基本

内容包括： 

（一）增资扩股方案 

1.1 庆安集团拟以其所持有的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

（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对北京航华增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中航机

载系统有限公司作为北京航华的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1.2 根据《庆安集团有限公司拟以持有的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对北京航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增资所涉及的北京航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1]第 030460 号），

截至 2021 年 6月 30 日（以下简称“评估基准日”），北京航华的全部股东权益

的评估值为 41,117.22万元。根据《庆安集团有限公司拟以持有的西安庆安制冷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对北京航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增资所涉及的西安庆安制

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1]

第 030459 号）并经各方确认，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

安制冷”）的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 74,632.57 万元。 

1.3 各方同意，以本协议第 1.2 款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庆安集团以标

的股权作价 38,062.61 万元增资，其中 19,128 万元计入北京航华的注册资本，

其余溢价部分计入北京航华的资本公积。 

1.4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航华的注册资本由 20,664万元增加至 39,792

万元，北京航华持有庆安制冷 51%的股权。 

（二）标的股权交割 

2.1 本次交易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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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依据第 12.1条生效； 

（2）庆安集团为庆安制冷提供的委托贷款全部清偿完毕； 

（3）庆安集团为庆安制冷提供关联担保事项经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庆安集团已按照经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方案与银行签署新的《担保协议》并取得相应反担保，或者解除关联担保。 

自上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60 日内各方应积极促使完成北京航华和庆安制

冷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名册更新等股权交割事项。 

2.2 标的股权相关的股东权利、义务、风险和责任，自庆安制冷更新后

的股东名册出具日（以下简称“庆安制冷交割日”）起，由北京航华享有和承担。

庆安制冷交割日后，庆安集团持有庆安制冷的股权比例降至 14.62%。 

2.3 北京航华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为“北京航华交割日”。

自北京航华交割日起，庆安集团认缴增资额所对应的北京航华的股东权利、义务、

风险和责任，由庆安集团享有和承担。 

2.4 鉴于庆安集团有限公司为庆安制冷的金融机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在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积极配合，按照庆安制冷债务融资有权审批机构通过的

方案办理贷款承继。 

（三）违约责任 

3.1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协议项下其承担

的任何义务，均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负责赔偿另一方因此遭受的全部

经济损失。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陈述、承诺，

或其所作出的保证不实，且经守约方书面通知后 30 日内仍未作出有效补救的，

守约方有权立即单方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

失。 

（四）协议生效及其他 

4.1 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以孰晚者为准）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 

（2）本协议所述增资扩股事宜获得各方有权机构的批准； 

（3）本协议所述增资扩股事宜获得有权国资监管单位的批准。 

4.2 各方协商一致，可对本协议进行书面修改或补充，作为本协议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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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4.3 本协议以中文书写，一式陆份，各方各持壹份，其余用于向有关机

关报备适用。每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庆安制冷将不再纳入庆安集团合并报

表范围。为此，各方对庆安集团为庆安制冷提供委托贷款及担保的相关事项做出

安排，具体如下： 

（一）委托贷款情况 

截至 2022年 5 月 31日，庆安集团为庆安制冷提供的委托贷款情况如下： 

序

号 
借款人 委托人 受托贷款人 

贷款金额

（万元） 
起止日期 

1  庆安制冷 庆安集团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4,500 

2022.01.28-

2022.07.28 

2  庆安制冷 庆安集团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2,500 

2022.02.15-

2022.08.15 

3  庆安制冷 庆安集团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1,500

1
 

2021.08.13-

2022.08.13 

4  庆安制冷 庆安集团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1,400 

2021.08.20-

2022.08.20 

5  庆安制冷 庆安集团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2,000 

2021.10.22-

2022.10.22 

6  庆安制冷 庆安集团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3,000 

2021.12.29-

2022.12.29 

合计 14,900 —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安排，庆安制冷将在本次交易交割前提前清偿完毕该等委

托贷款。 

（二）担保情况 

截至 2022年 5 月 31日，庆安集团为庆安制冷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保证人 债权人 

债务

人 

担保债权本

金 
保证期间 

保证方

式 

                                                        
1 截至目前，该笔委托贷款已经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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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庆安集

团 

中航工业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西安分公

司 

庆安

制冷 
7,000 万元 

债务到期届满之

日（ 2023.5.25）

起 2 年 

连带责

任保证 

2 
庆安集

团 

中航工业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西安分公

司 

庆安

制冷 
3,000 万元 

债务到期届满之

日（ 2023.5.31）

起 2 年 

连带责

任保证 

3 
庆安集

团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庆安

制冷 
1,000 万元 

债务到期届满之

日（ 2023.4.27）

起 3 年 

连带责

任保证 

合计 11,000 万元 — — 

注：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本次交易安排，就上述存续的担保，将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调整为针对

每一笔借款均由庆安集团均按照其持股比例 14.62%提供担保，机载公司按照持

股比例 26.48%提供担保，其余由庆安制冷以自有资产设置抵押担保或者提前清

偿该等债务。 

此外，为满足庆安制冷发展需要，庆安制冷向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借款 15,900 万元。该等金额项下每一笔借款均由庆安集团按照持股比例

14.62%提供担保，机载公司按照持股比例 26.48%提供担保，其余由庆安制冷以

自有资产设置抵押担保。就庆安集团、机载公司分别按照其持股比例为庆安制冷

提供的担保，庆安制冷以其所拥有的机器设备、土地租金收益权等提供反担保。 

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尚需提交中航机电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庆安制冷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本次交易有利于上

市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及持续盈利能力，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庆安制冷将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偿还完毕庆

安集团提供的委托贷款，且按照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新增关联担保方案提供关

联担保、降低担保风险。本次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航空工业及其控制的企业）

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纳入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交易，累计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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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金额未超出年初预计额度。除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上述关联

方（航空工业及其控制的企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0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完成后，庆安制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本次交易有利于聚焦主

业，提高中航机电经济效益。本次交易完成后，庆安制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而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庆安制冷将成为公司的关联

方，庆安集团有限公司为庆安制冷提供的担保将成为关联担保。本次新增关联担

保是由于本次交易事项所致，各方已对本次新增关联担保事项作出妥善安排，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关于子公司下属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方案调整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属于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需回

避表决。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完成后，庆安制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聚焦主业，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及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中航机电长期发

展。 

本次交易方案合理，切实可行，已就委托贷款、关联担保等事项做出明确可

行的安排，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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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关于该等议

案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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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十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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