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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70）

海外監管公告

關於為部分子公司提供擔保額度的公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發出。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重要內容提示

被擔保人名稱

資產
負債率
（%） 本次擔保額度

已實際為其提
供的擔保餘額

是否
有反
擔保 擔保人

中國聯合航空有限
公司（「中聯航」）

57.25

合計最高上限為
人民幣10億元

未提供擔保

否
中國東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上海東方飛行培訓
有限公司（「東方飛
培」）

57.09 1,123.78萬
美元

東方公務航空服務
有限公司（「公務航
空」）

58.32 未提供擔保

東方航空技術有限
公司（「東航技術」）

38.55 未提供擔保

上海東美航空旅行
社有限公司（「上海
東美」）

35.79 人民幣
1,000萬元

未提供擔保 否 上海航空國際
旅遊（集團）有
限公司（「上航
國旅」）

‧ 對外擔保逾期的累計數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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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擔保情況概述

2019年1月18日，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2019年第1次例會審議通過了《關於為部分
全資子公司或其下屬全資子公司提供擔保的議案》，同意(1)為中聯航、東方飛培、
公務航空和東航技術等四家全資子公司或其下屬全資子公司提供合計上限為10億元
人民幣的擔保總額度；及(2)同意本公司全資控股子公司上航國旅為其全資子公司
上海東美提供人民幣1000萬元的擔保額度。

二、 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一） 中國聯合航空有限公司

1. 註冊地址：北京市豐台區警備東路6號西區一號院；

2. 法定代表人：唐兵；

3. 註冊資本：人民幣132,000萬元；

4. 經營範圍：國內（含港澳台）航空客貨運輸業務；至周邊國家的國際航空客
貨運輸業務；航空公司間的代理業務；與航空運輸業務相關的服務業務；
預包裝食品銷售，含冷藏冷凍食品；旅遊紀念品、航空服務用品的零售；
利用自有媒體承辦國內外廣告並代理分支機構的廣告業務；票務服務；倉
儲服務；企業管理諮詢；投資管理、資產管理；設計、製作、代理發佈廣
告；銷售工藝品、化妝品、衛生用品、服裝鞋包、文化用品、計算機、軟件
及輔助設備、電子產品、家用電器、首飾；汽車租賃（不含九座以上客車）；

5. 本公司持有中聯航100%股權；

6. 最近一年及一期財務狀況：

單位：人民幣元

時間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
截至2018年

9月30日

總資產 9,005,522,461.99 9,715,091,217.97
淨資產 3,238,245,089.98 4,044,651,131.43
總負債 5,767,277,372.01 5,670,440,086.54
流動負債 2,355,985,553.60 1,182,731,725.63

時間 2017年1–12月 2018年1–9月

營業收入 5,033,135,797.06 4,456,221,617.05
淨利潤 809,695,227.10 806,406,041.45



3

（二） 上海東方飛行培訓有限公司

1. 註冊地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法賽路518號；

2. 法定代表人：石富康；

3. 註冊資本：人民幣69,380萬元；

4. 經營範圍：飛行人員及其他與航空有關的各類人員的培訓，貨物和技術進
出口，自有房屋租賃，航材設備的維修與研發，航空業務知識諮詢（除培
訓），計算機軟件開發及銷售，會務服務；

5. 本公司持有東方飛培100%股權；

6. 最近一年及一期財務狀況：

單位：人民幣元

時間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
截至2018年

9月30日

總資產 2,044,326,923.66 2,350,932,987.13
淨資產 1,154,523,379.88 1,272,724,189.47
總負債 889,803,543.78 1,078,208,797.66
流動負債 697,990,366.74 724,588,729.9

時間 2017年1–12月 2018年1–9月

營業收入 788,442,253.23 407,740,787.76
淨利潤 339,445,973.27 118,200,809.59

（三） 東方公務航空服務有限公司

1. 註冊地址：上海市青浦區青湖路1023號7層A區716室；

2. 法定代表人：姜疆；

3. 註冊資本：人民幣5,000萬元；

4. 經營範圍：通用航空包機飛行、醫療救護、商用飛機駕駛執照培訓、航空
器代管、私用駕駛執照培訓、航空器及航空設備維修，航空代理業務，與
航空運輸代理有關的延伸業務，旅遊諮詢，會展服務，汽車租賃，從事貨
物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銷售工藝禮品；

5. 本公司持有公務航空10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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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近一年及一期財務狀況：

單位：人民幣元

時間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
截至2018年

9月30日

總資產 127,932,773.08 141,308,391.83
淨資產 56,110,337.88 55,638,175.12
總負債 71,822,435.20 85,670,216.71
流動負債 71,822,435.20 85,670,216.71

時間 2017年1–12月 2018年1–9月

營業收入 260,448,234.54 239,133,329.12
淨利潤 219,953.14 -472,162.76

（四） 東方航空技術有限公司

1. 註冊地址：上海市長寧區虹橋機場空港三路277號；

2. 法定代表人：馮亮；

3. 註冊資本：人民幣430,000萬元；

4. 經營範圍：維修航空器╱機體、動力裝置、除整台發動機╱螺旋槳以外的
航空器部件、特種作業；民用航空器機型培訓、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項目
培訓；工程服務，航材供應鏈管理，與機務維修相關的諮詢、代理和投資
類業務；

5. 本公司持有東航技術100%股權；

6. 最近一年及一期財務狀況：

單位：人民幣元

時間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
截至2018年

9月30日

總資產 6,044,556,123.61 7,112,982,499.19
淨資產 4,001,413,478.68 4,397,135,323.53
總負債 2,043,142,644.93 2,715,847,175.66
流動負債 1,552,504,644.93 2,240,512,546.73

時間 2017年1–12月 2018年1–9月

營業收入 7,245,500,792.25 5,689,763,302.35
淨利潤 -111,647,113.3 395,721,8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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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上海東美航空旅行社有限公司

1. 註冊地址：上海市徐匯區肇嘉浜路376號13樓

2. 法定代表人：尤勤

3. 註冊資本：人民幣5136.9026萬元

4. 經營範圍：旅行社業務，國內、國際航空客運銷售代理業務，旅遊信息服
務、酒店預定、會展服務、會務服務、保險兼業代理，航空國際貨物運輸
代理，貨物運輸代理，快遞服務（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質的物品除外）；

5. 本公司持有上航國旅100%股權，上航國旅持有上海東美100%股權；

6. 最近一年及一期財務狀況：

單位：人民幣元

時間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
截至2018年

9月30日

總資產 80,429,899.43 60,811,396.60
淨資產 43,883,467.12 41,874,096.44
總負債 36,546,432.31 18,937,300.16
流動負債 36,546,432.31 18,937,300.16

時間 2017年1–12月 2018年1–9月

營業收入 187,649,921.46 224,276,804.48
淨利潤 -7,005,272.53 -2,009,3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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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擔保的主要內容

被擔保人名稱 擔保額度 擔保類型 擔保方式 擔保期限 用途

中聯航 合計最高上
限為人民幣
10億元

信用擔保 連帶責任
保證

與被擔保方
主債務的期
限一致，最
長不超過10
年

日常經營及轉
型發展產生的
資金需求

東方飛培

公務航空

東航技術

上海東美 人民幣 1000
萬元

信用擔保 連帶責任
保證

與被擔保方
主債務的期
限一致，最
長不超過10
年

日常經營的資
金需求

四、 董事會意見

近年來，隨著本公司下屬子公司經營規模擴大、中聯航轉型低成本航空公司，以及
東航技術創新資產管理模式，推進保障性資產向經營性資產轉型，各下屬子公司資
本性支出增加。基於本公司對下屬子公司的經營情況、資信水平及債務償還能力已
有充分的瞭解，確認其財務風險處於可控制的範圍之內，由本公司為下屬子公司提
供擔保，有利於進一步增強下屬子公司的資信能力，在降低融資成本的同時獲得滿
足其生產經營及改革轉型所需的融資以促進其持續健康發展，提升本公司整體經營
水平。

綜上，董事會同意本公司自決議生效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之期限內，為中聯
航、東方飛培、公務航空和東航技術等四家全資子公司或其下屬全資子公司提供合
計上限為10億元人民幣的擔保總額度；若主債務為外幣，按擔保提供時的匯率折算
為人民幣計算；擔保期限與被擔保方主債務的期限一致，最長不超過10年；同意上
航國旅為上海東美提供人民幣1000萬元的擔保額度，擔保期限與被擔保方主債務的
期限一致，最長不超過10年；具體實施授權本公司總經理負責，實施情況報董事會
備案。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經事前審核，認可是次本公司為下屬子公司提供擔保額度並
同意將相關議案提交董事會審議。獨立非執行董事發表獨立意見如下：本公司為下
屬子公司提供擔保額度，有利於增強被擔保對象的資信能力，獲得滿足其生產經營
所需的融資以促進其持續健康發展，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會審議為下屬子公司提供擔保額度，除經本公司全體董事過半數同意外，已經
參加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的本公司董事審議通過。會議表決程序符合法律法規、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和《董事會議事規則》的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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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截至2019年1月18日，本公司及下屬控股子公司對外擔保全部為本公司對全資子公司
提供的擔保，總額為約1123.78萬美元、5億新加坡元（為發行新元債擔保）、401,000
萬人民幣（為子公司貸款擔保），上述金額佔本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比例
為11.48%，且本公司未存在逾期擔保情況。

承董事會命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汪健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19年1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劉紹勇（董事長）、馬須倫（副董事長、總經理）、林萬里（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若山
（獨立非執行董事）、馬蔚華（獨立非執行董事）、邵瑞慶（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洪平（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袁駿（職
工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