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B377版）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

万元

）

利率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18

渤金

01 112723 2018

年

06

月

20

日

2021

年

06

月

20

日

94,138.9 7.00%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18

渤金

02 112765 2018

年

09

月

10

日

2021

年

09

月

10

日

110,772.5 7.00%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三期

)

18

渤金

03 112771 2018

年

10

月

10

日

2021

年

10

月

10

日

50,400 7.00%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四期

）

18

渤金

04 112783 2018

年

10

月

26

日

2021

年

10

月

26

日

90,355.3 7.00%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

五期

）

18

渤租

05 112810 2018

年

12

月

05

日

2021

年

12

月

05

日

31,900 7.0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1.18渤金01、18渤金02、18渤金03、18渤金04、18渤租05：发行时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

为“稳定” ，18渤金01、18渤金02、18渤金03、18渤金04、18渤租05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2.2021年2月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主体及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的

公告》，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调整为AA，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 ；将

公司发行的18渤金01、18渤金02、18渤金03、18渤金04、18渤租05债券信用等级均调整为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83.39% 79.45% 3.9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45% 10.50% -6.05%

利息保障倍数

-0.2 1.42 -114.08%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金融等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冲击，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较2019年收缩

4.4%。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航空业客运量和营业收入均不足2019年的三分之一。2020年，国际海运市场经

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年。上半年，多国因防控疫情采取边界管控措施，严重影响了国际运输及货物贸易，全球

集装箱货运需求断崖式下跌。但自第三季度以来，随着全球经济贸易活动重新开放，消费者主要支出由旅游

和娱乐转向商品消费，集装箱运输需求也随之反弹。

2020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公司日常经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报告期内，公司飞机租赁业

务的租金收入及销售收入下降幅度较大，应收租金减值增加，并因飞机资产估值下降、承租人破产等原因导

致计提减值增加。同时，受疫情及部分客户破产重整等影响，公司境内融资租赁客户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

及信用评级水平下降，导致计提减值增加，对公司报告期内经营业绩亦产生了较大影响。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约2502.12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271.70亿元。2020年实现营

业收入274.1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7.04亿元。每股收益-1.25元；每股净资产4.41元。

1.飞机租赁业务发展情况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挑战，公司飞机租赁团队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积极制定应对方案，通过

取消飞机订单、优化负债结构等方式有效降低了资本开支，通过提取循环信贷、发行债券等方式有效补充了

流动性，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健。

报告期内，公司共交付新飞机57架，签订141笔飞机租赁协议（包括新交付飞机的租赁协议、二次出租协

议和租期延长协议），适时出售机龄较长的29架飞机（包括3架管理飞机）。受疫情的持续影响，航空公司使

用自有飞机开展售后回租以补充流动资金的需求有所增加，公司积极抢抓市场机遇，已累计完成44架飞机

（总价值约23亿美元）的售后回租交易。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机队整体出租率保持在98%的行业领先

水平，计划于2021年内交付的新飞机出租率达100%，计划于2022年内交付的新飞机出租率达74%。截至2020

年12月31日，公司机队服务于全球61个国家的142家客户，业务布局在保持全球相对均衡的基础上，相对集

中于航空业复苏速度较快的亚太地区，以自有飞机投放数量计算，亚太地区占比达到53%，欧洲及非洲地区

占比为25%，美洲地区为22%。

疫情暴发以来，公司下游航空公司客户现金流持续承压，公司面临的租金延付、租金违约、承租人破产

的风险有所增加。为支持航空公司客户共渡难关，维护公司的长远利益，公司根据各家客户的具体情况，同

意了部分航空公司客户租金延付及租约调整的申请。2020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亚太地区疫情率先得到控制，

部分国家国内航线持续复苏，公司子公司Avolon全年租金收取率从上半年的63%回升至86%

1

。

1租金收取率的计算公式为：【飞机租赁收入-飞机应收租金(含租金延付协议项下的递延租金)于报告

期内的变化值】/报告期内飞机租赁收入

受疫情持续影响，全球航空客运市场飞机运力需求下降幅度较大，飞机市场价值、租金水平、出租率等

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飞机租赁收入约为162.70亿元，同比减少约30.11亿元;飞机销售收入

约为57.86亿元，同比减少82.18亿元，应收租金减值约为14.88亿元，同比增加约为12.76亿元。因公司自有若

干飞机的估计可收回价值低于其账面净值，基于审慎性原则，报告期内公司对已出现减值迹象的飞机资产

计提减值约31.5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7.00亿元。

报告期内，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Avolon持续加强风险管控及现金流管理，保持雄厚的资本实力。2020

年，Avolon取消了原定于2020年至2023年期间交付的100架飞机订单，并适时回购将于2022、2023年到期的部

分债券，总计缩减2020-2024年的资本开支及到期债务达95亿美元。报告期内，Avolon新增募集资金约44亿

美元（平均融资成本为3.7%），并对前期贷款进行重新定价，进一步降低融资利率并延长贷款期限。截至报

告期末，Avolon持有的非受限现金及可使用的贷款额度合计超过69亿美元，可有效保持流动性安全。全球三

大评级机构惠誉、标普及穆迪均重申了Avolon� BBB-、BBB-、Baa3的投资级信用评级，显示了对Avolon经营

能力、资本实力和财务结构的认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机队规模达到876架，其中自有及管理飞机606架（Avolon持有572架，天津

渤海持有34架），机队市场价值位列全球第三；订单飞机270架，均为新一代高科技节能型飞机。公司目前自

有及管理的机队以A320系列、B737系列等飞机资产价值相对稳定的主流单通道窄体客机为主， 占自有及管

理机队总架数的78%，270架订单飞机中单通道窄体机占比约为86%（以飞机架数计算）。公司机队平均剩余

租期约6.8年，平均机龄约5.3年，为全球前三大飞机租赁公司中最年轻的。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飞机机队组合如下：

机队类型 自有飞机 管理飞机 订单飞机 总数

空客

A320CEO

系列

206 24 0 230

空客

A320NEO

系列

63 3 202 268

空客

A330-200/300 55 10 0 65

空客

A330NEO 18 1 29 48

空客

A350-900 14 0 3 17

波音

737 NG

系列

124 22 0 146

波音

737 MAX 8 19 0 25 44

波音

737 MAX 10 0 0 6 6

波音

767-300ER 0 2 0 2

波音

777-300ER 3 0 0 3

波音

787-8/9 30 0 5 35

E190/195 12 0 0 12

合计

544 62 270 876

2.集装箱租赁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集装箱租赁子公司GSCL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航运及集装箱租赁市场环境，在

严控风险的前提下，审时度势，紧抓市场机遇，集装箱租赁业务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截至2020年

末，公司整体箱队出租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全球航运贸易持续低迷，公司通过暂缓新集装箱采购、提升库存集装箱出

租率、审慎甄选优质客户等方式有效保障现金储备、不断降低运营成本。下半年以来，航运市场复苏势头明

显，GSCL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客户需求，适时扩大新箱采购规模，2020年全年集装箱新箱交付约32.80亿元，

同比增长26.40%。受市场需求旺盛，集装箱产量供应不足等因素影响，集装箱新箱采购价格自6月以来不断

攀升，带动二手集装箱价格同步走高。GSCL积极把握市场机遇，报告期内实现集装箱销售收入约7.61亿元，

较2019年同比提高约25.66%。 同时，GSCL充分利用集装箱市场较为活跃的融资环境， 报告期内累计完成

27.15亿美元融资，融资成本最低至2.17%，为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负债结构、支持业务开拓打下了坚实

基础。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GSCL自有和管理的集装箱合计约380万CEU，形成了以干

箱、冷藏箱为主，罐箱、特种箱等作为补充的集装箱队，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报告期内集装箱平均出租

率为98.30%，长期租约占比为88%，服务于全球757家客户，集装箱分布于全球150个港口，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23个运营中心，为全球第二大集装箱租赁公司（以CEU计）

2

。

2数据来源：《Drewry� Container� Census� and� Leasing� Annual� Report� 2020-2021》，排名截至2019年末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集装箱箱队组合及出租率水平如下：

集装箱类型

CEU

（

自有及管理合计

）

占比 平均出租率

干货集装箱

1,588,032 41.81% 99.20%

冷藏集装箱

1,557,549 41.00% 98.40%

罐式集装箱

418,571 11.02% 87.00%

特种集装箱

234,517 6.17% 90.80%

合计

3,798,669 100.00% 98.30%

3.境内融资租赁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受疫情及部分客户破产重整等因素影响，公司境内融资租赁客户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及信

用评级水平下降，导致公司计提减值增加，对报告期内经营业绩亦产生了较大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境

内融资租赁子公司以防范风险为第一目标，收紧新增项目投放，主动降低财务杠杆，提高抗风险能力。报告

期内境内子公司天津渤海及横琴租赁未新增投放融资租赁项目。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为公司境内融资租赁业务

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公司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制定了业务发展规划，报告期内，公

司在海南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海南海隆投资有限公司，以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抢抓飞机租赁、物流

设施租赁及基础设施租赁方面的业务机会，稳步提升公司境内业务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境内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境内融资租赁资产余额91.47亿元，公司控股子公

司横琴融资租赁资产余额4.38亿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租赁

20,323,973,000.00 9,066,951,000.00 44.61% -12.06% -31.89% -12.99%

飞机销售

5,786,270,000.00 418,483,000.00 7.23% -58.68% -39.16% 2.3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29.34%、26.60%，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飞机租赁

业务的租金收入及销售收入下降幅度较大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516.80%，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下降幅度较大，并因飞机资产估值下降、预计租金收入降低等原因导致固定资产减值增加；公司境内融资租

赁客户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信用评级水平下降，导致计提减值增加。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新收入准则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 )。本集团自2020年

1月1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

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根据新收入准则，确认收

入的方式应当反映主体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模式，收入的金额应当反映主体因向客户转让这些商

品或服务而预计有权获得的对价金额。同时，新收入准则对于收入确认的每一个环节所需要进行的判断和

估计也做出了规范。本集团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对2020年1月1日

之前或发生的合同变更，本集团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

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根据新收入准则，由《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规范的租赁合同，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

一租赁》(以下简称“租赁准则” )，因此本集团的融资租赁收入和经营租赁收入适用租赁准则；飞机销售收

入、集装箱销售收入以及其他收入适用新收入准则，经评估，新收入准则对飞机销售收入、集装箱销售收入

以及其他收入的确认无影响，仅影响收入的列报和披露。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9月14日，本公司于海南省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海南海隆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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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为真实、准

确地反应公司目前的资产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2020年度，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对资产负债表日

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各项减值准备合计8,807,052千元，转回以前期间计提减值准备合计190,502千

元，合计发生减值损失8,616,550千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确认。现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年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2020年度,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项目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和其他流动资产，计

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其他非流动资产，具体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计提 转回 发生合计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526,569 35,836 1,490,733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811 24,533 -23,722

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3,017,150 130,133 2,887,017

其他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22,942 - 22,942

信用减值损失小计

4,567,472 190,502 4,376,97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277,917 - 3,277,917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640,992 - 640,992

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320,671 - 320,671

资产减值损失小计

4,239,580 - 4,239,580

合计

8,807,052 190,502 8,616,550

㈠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方法及依据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租赁应收款进行减值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信用损失，是指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

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其中，对于公司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应

按照该金融资产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

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上述采用简化计量方法以外的金融资产，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

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处于第一阶段，公司按照相当于未来12个月内预

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

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

量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如果初始确认后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

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并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

入。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只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公司假设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

公司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并考虑了不同客户的信用风险特征，以账龄组合

为基础评估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在评估预期信用损失时，公司考虑了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

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租金。2020年度，公司共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526,569千元，转回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35,836千元，合计发生减值损失1,490,733千元。坏账准备的损益影响金额为-1,490,733千元，主要原

因是受疫情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客户出现违约、破产情形，信用水平下降，以及部分航空公司客户申请延期

支付租金， 导致应收租金风险敞口增加。2020年全年计提应收账款减值准备金额占2020年12月末公司合并

报表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32.67%。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应收股权转让款和押金保证金。2020年度，公司共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811

千元，转回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24,533千元，合计发生减值损失-23,722千元，坏账准备的损益影响金额为

23,722千元，主要原因系公司受让天津银行1.76%股权抵偿应收股权转让款，使得风险敞口显著减少。2020年

全年计提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金额占2020年12月末公司合并报表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的-18.78%。

3.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公司长期应收款主要为长期应收融资租赁款，包括境外集装箱租赁形成的长期应收融资租赁款和境内

大型基础设施、高端设备租赁形成的长期应收融资租赁款，以及受让租赁资产收益权形成的长期应收项目

回购款。

2020年度，公司合计计提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3,017,150千元，转回计提坏账准备130,133千元，合计发生

减值损失2,887,017千元。坏账准备的损益影响金额为-2,887,017千元。公司对境外集装箱长期应收融资租赁

款计提坏账准备32,596千元，转回坏账准备13,017千元，合计发生减值损失19,579千元。主要原因是部分集装

箱租赁客户的信用评级下降导致计提坏账准备增加。2020年度， 公司对境内长期应收融资租赁款及长期应

收项目回购款计提坏账准备2,984,554千元，转回坏账准备117,116千元，合计发生减值损失2,867,438千元。主

要原因系受疫情及部分客户破产重整等因素影响，部分融资租赁客户的经营和偿债能力下降，信用评级水

平下降， 根据谨慎性原则计提减值导致坏账准备增加。2020年全年计提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金额占2020年

12月末公司合并报表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的55.81%。

4.其他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其他流动资产减值准备为对递延租金计提的减值准备。2020年度， 公司共计提其他流动资产减值

准备22,942千元，对损益的影响金额为-22,942千元，主要系因个别航空公司客户未能按时支付租金导致公

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其他流动资产-递延租金”计提的减值准备。2020年全年计提其他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金额占2020年12月末合并报表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价值的15.09%。

(二)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方法及依据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公

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

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于每年末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也每年进行减值测

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

高者确定。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

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

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当资产或者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公司将其账

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1.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20年度，飞机资产合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3,156,418千元，计入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影响当期损益

-3,156,418千元，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客户违约、破产或提前结束租约，导致出租飞机的

可收回金额下降。

2020年度，集装箱资产合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21,499千元，计入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影响当期损益

-121,499千元，主要原因是某类特种集装箱受二手市场价格下降影响，低于拟出售的集装箱账面价值；2020

年拟出售的集装箱数量增加，上半年二手市场价格下降。

2020年全年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占2020年12月末公司合并报表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1.74%。

2.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020年1-12月，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640,992千元，计入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影响当期损益

-640,992千元。主要原因是公司联营企业皖江金租经营业绩下滑，经测算，其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所致。2020年全年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金额占2020年12月末公司合并报表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的23.37%。

3.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主要为对预付飞机款计提的减值准备。2020年度， 公司计提其他非流动资产

减值准备320,671千元，计入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影响当期损益-320,671千元。主要原因是个别航空公司客户

破产， 导致已签订租约飞机对应的预付飞机款减值。2020年全年计提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占2020

年12月末公司合并报表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的1.94%。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20年度，公司发生信用减值损失金额4,376,970千元人民币，资产减值损失金额4,239,580千元人民币，

计入2020年度会计报表，以上减值准备事项对2020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数为-8,616,550千元人民币。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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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租赁” 或“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㈠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

则第21号一一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㈡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8〕35号通知要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新租赁准则。

㈢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㈣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租赁事项执行新租赁准则相关规定。其他未修改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㈠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变更内容

1.完善租赁的识别、分拆及合并等相关原则；

2.取消承租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分类，要求承租人对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以外的各项资

产租赁考虑未来租赁付款额折现等因素分别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3.改进出租人的租赁分类原则及相关会计处理，总体上继承了原准则中有关出租人的会计处理规定。

在分类方面，新租赁准则强调了要依据交易的实质，而非合同的形式，有关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分类的规定

更原则化；

4.改进承租人后续计量，对相应资产进行折旧处理，对相应负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利息支出。增加选择

权重估和租赁变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

5.完善与租赁有关的信息披露要求。

㈡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作为出租人，公司根据新租赁准则对原有出租业务重新进行了分类识别及会计处理审核，未发现需要

变更租赁分类及调整会计处理的情况。作为承租人，根据公司现有承租资产的情况，承租业务符合短期租赁

条件的，继续按现有模式将租金计入支出；租期超过一年的承租业务，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规定，确认使用权

资产、租赁负债，计提折旧和利息费用。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新租赁准则，根据财政部及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选择根据首次执行新

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变更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董

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自2021年1月1

日起施行新租赁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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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㈠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资本” ）、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 ）及其

关联方（以下统称“关联方” ）存续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337,730万元人民币。其中，除房屋租赁、物业费、集装箱修理、信息系统维护、购买商业保险等公司与关联方

开展的与日常经营办公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约880万元外， 剩余336,850万元预计金额均为以往年度已发生

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交易。2020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53,295.10万元人

民币，2021年1-3月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62,053.02万元人民币。

2. 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额度预计已经2021年4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授权委托1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董事4人；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金川先生、马伟华先生、卓逸群先生、李铁民先生、王景然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庄起善先生、马春华先生、赵慧军女士已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兴航融投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通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渤海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

定价原

则

2021

年预计

金额

2021

年

1-3

月已发生金

额

2020

年度

已发生金

额

关联方

劳务

、

采

购

关联方购买商

品和接受劳务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服务及劳务费用

市场定

价

380.00 37.86 214.80

小计

380.00 37.86 214.80

关联方

租赁

公司作为出租

人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飞机租赁

市场定

价

45,540.00 6,160.58 37,186.80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飞机租赁

市场定

价

123,170.00 23,583.15 125,232.10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飞机租赁

市场定

价

59,610.00 8,156.28 61,447.10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飞机租赁

市场定

价

3,020.00 499.87 2,928.70

天津市大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

天津空港商贸中心开发有限

公司

商业地产租赁

市场定

价

470.00 - -

CWT Integrated Pte Ltd

集装箱租赁

市场定

价

10.00 1.67 3.00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飞机租赁

市场定

价

20,650.00 3,677.35 20,359.10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下属

SPV

飞机及发动机租

赁

市场定

价

6,420.00 2,704.15 20,127.50

天津航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飞机租赁

市场定

价

41,540.00 9,218.43 42,912.60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飞机租赁

市场定

价

34,840.00 7,609.15 40,758.80

湖北华宇临空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

原名武汉海航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

）

商业地产租赁

市场定

价

1,060.00 125.22 943.90

小计

336,330.00 61,735.85 351,899.60

公司作为承租

人

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市场定

价

520.00 167.88 734.50

北京科航投资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市场定

价

500.00 111.43 446.20

小计

1,020.00 279.31 1,180.70

合计

337,730.00 62,053.02 353,295.10

注：上表中2020年度及2021年1-3月已发生金额为根据合同约定的交易金额，与收入确认金额存在一定

差异。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期间为自本议案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㈢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2020

年预

计金额

实际

发生

额占

同类

业务

比例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关联

方劳

务

、

采

购

自关联方购买

商品和接受劳

务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

服务及劳务费用

213.40 416.6 0.17% 48.78%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巨

潮资讯

网上刊

登 的

2020 -

027

号

公告

小计

213.40 416.6

向关联方出售

商品和提供劳

务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

咨询顾问服务

/

托管服

务

613.20 750 0.09% 18.24%

小计

613.20 750

关联

方租

赁

公司作为出租

人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飞机租赁

37,186.80 54,100 1.67% 31.26%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飞机租赁

125,232.10 176,000 5.63% 28.85%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飞机租赁

20,359.10 29,840 0.92% 31.77%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飞机租赁

40,758.80 50,400 1.83% 19.13%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飞机租赁

61,447.10 99,300 2.76% 38.12%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飞机租赁

2,928.70 3,960.00 0.13% 26.04%

天津市大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

天津空港商贸中心开发

有限公司

商业地产租赁

- 3,000.00 0.00% 100%

浦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2,048.60 32,100 0.09% 93.62%

金海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

原名

金海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设备租赁

2,111.40 3,000 0.10% 29.62%

CWT Integrated Pte Ltd

集装箱租赁

3.00 86.40 0.00% 96.53%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飞机及发动机租赁

20,127.50 72,000 0.91% 72.05%

扬子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飞机租赁

4,473.20 104,500 0.20% 95.72%

东莞御景湾酒店 设备租赁

957.50 13,000 0.04% 92.63%

天津航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飞机租赁

42,912.60 57,600 1.93% 25.50%

舟山金海船业有限公司 设备及厂房租赁

3,123.90 3,300 0.14% 5.34%

湖北华宇临空仓储管理有限公

司

3

仓库租赁

943.90 2,600 0.04% 63.70%

小计

364,614.20 704,786.40

公司作为承租

人

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734.50 1,000.00

10.96

%

26.55%

北京科航投资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446.20 450 6.66% 0.84%

小计

1,180.70 1,450

合计

366,621.50 707,403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系年初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基于全年业务发展规划

、

可能的潜在业务机

会及与关联方的合作关系等做出的合理预计

。

但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

，

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存在较大差

异

，

主要原因为

：（

1

）

因市场环境

、

商业谈判

、

业务需求等情况发生变化导致业务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

产生差异

；（

2

）

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预计期间为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

而实际发生金额计算期间为

2020

年

1-12

月

，

导致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在时

间上不匹配

。

公司已要求下属子公司本着严控关联交易的原则提高以后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精准

度

，

保证关联交易公平

、

公正

，

价格公允

。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公司

2020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

，

但存在与关联方交易额低于预计交易额

20%

以上

的情况

，

上述差异是受市场环境变化

、

商业谈判情况变化

、

实际业务需求变化

，

以及预计期间与实际发生

金额计算期间不匹配等因素影响

，

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

、

公正

，

交易价格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

注:2020年度实际发生金额为根据合同约定的交易金额，与收入确认金额存在一定差异。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系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与该关联方的收入金额除以同类业务确认的合计收入金额所得。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峰；

注册资本：600亿元人民币；

住所：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7号新海航大厦25层；

经营范围：航空运输及机场的投资与管理；酒店及高尔夫球场的投资与管理；信息技术服务；飞机及航

材进出口贸易；能源、交通、新技术、新材料的投资开发及股权运作；境内劳务及商务服务中介代理；

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6月30日，总资产9,806.21亿元，净资产2,738.9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731.06亿元；2019年上半年总收入2,669.44亿元，净利润-35.2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8亿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2021年度与其下属子

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物业费、集装箱修理、信息系统维护、购买商业保险等与日常经营办公相关的业

务。

2.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东；

注册资本：231,500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工业区5-1号；

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台）、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公务机出租飞行、医疗救护飞行（不含诊疗活

动）、航空器代管和直升机引航作业业务；保险兼业代理；销售食品；销售工艺美术品、机械设备、化妆品、日

用品、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利用飞机模拟机提供训

练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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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约为294.51亿元人民币；2018年前三季度总收入约为95.48亿元人

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2021年度与其发

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交易。

3.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位精；

注册资本：1,218,218.179万人民币；

住所：中国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

经营范围：国际、国内（含港澳）航空客货邮运输业务；与航空运输相关的服务业务；航空旅游；机上供

应品，航空器材，航空地面设备及零配件的生产；候机楼服务和经营；保险兼业代理服务（限人身意外险）。

（以上凡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须凭许可证经营）；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9月30日，总资产1,754.2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366.26亿元；2020年

前三季度总收入198.4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27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施加重大影响；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2021年度与

其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交易。

4.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拥政；

注册资本：819,260万人民币；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滨海国际机场机场路1196号；

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台）、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自有航

空器租赁与航空器维修、航空专业培训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广告经营；货物联运服务；航空器材、

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工艺品、化妆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礼券的销售；旅游观光咨询服务；航空地面服务；

烟草、食品零售；酒店管理服务及相关咨询服务；电子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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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9月30日，总资产525.96亿元，净资产145.25亿元；2019年前三季度总收入104.24亿

元，净利润7.44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2021年度与其发

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交易。

5.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世军；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10号海鑫大厦10楼；

经营范围：国际、国内（含港澳台）航空客货邮运输业务；与航空运输相关的服务业务；航空器维修；候

机楼服务和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销售：电子产品、工艺品、化妆品；设计、制作、发布广告；旅客票务代理；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

旅游管理服务；旅游信息咨询；境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不含赴台旅游）；其他旅行社相关服务；汽

车租赁；酒店管理（不含餐饮、住宿经营）；票务服务；食品、饮料零售（仅限国境口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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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2019年营业收入20.09亿元，净利润-1.81亿元。2020年1-6月营业收入3.80亿元，净利润-1.85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施加重大影响；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2021年度与其发

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交易。

6.天津市大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浩；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住所：天津市东丽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二道交口海航YOHO湾1号楼九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服务：室内外装饰、建筑及环境设计技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对

房地产业进行投资；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营销代理；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从事广

告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在有效期内经营，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

理）；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9月30日，总资产17.6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2.73亿元；2020年年前

三季度总收入0.1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17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津市大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为正常经营企业。

7.天津空港商贸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维忠；

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二道交口东北侧瑞航广场6-20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室内外装饰；商品房销售；房地产咨询服务、建筑及环境设计技术咨

询服务；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房地产中介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百货、服装、纺织品批发兼零售；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餐饮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商品信息咨询；从事广告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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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88亿元，净资产3.42亿元；2019年度总收入2.36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10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津空港商贸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为正常经营企业。

8.� CWT� Integrated� Pte� Ltd

住所：38� Tanjong� Penjuru,Singapore� 609039；

注册资本：2,000万新加坡元；

主营业务：集装箱、卡车运输及仓储服务、集装箱清洗和修理、其他工业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8,728万新加坡元，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5,118万新加坡元；2020年年度

收入5,178万新加坡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8万新加坡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CWT� Integrated� Pte� Ltd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为

正常经营企业。

9.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蒲明；

注册资本：约349,582.71万人民币；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西山万达广场8幢7层；

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台）、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货物进出口；保险兼业代理；礼品销售；景点及演

出门票代售；酒店代订；汽车租赁；广告经营；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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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9月30日，总资产153.2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73.14亿元；2020年三

季度总收入28.57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8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施加重大影响；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2021年度与

其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交易。

10.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兴；

注册资本：1,079,000万人民币；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88号2-2034室；

经营范围：国内外各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通信设备、医疗设备、科研设备、检验检测设备、工程机

械、交通运输工具（包括飞机、汽车、船舶）等机械设备及其附带技术的直接租赁、转租赁、回租赁、杠杆租

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等不同形式的本外币融资性租赁业务；自有公共设施、房屋、桥梁、隧道等不动产及

基础设施租赁；根据承租人的选择，从国内外购买租赁业务所需的货物及附带技术；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

理业务；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业务；投资管理；财务顾问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对交通、能源、新技

术、新材料及游艇码头设施进行投资；酒店管理；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业务；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

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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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资产297.02亿元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108.83亿元人

民币；2020年半年度营业收入3.99亿元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0.52亿元人民币（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江租赁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2021年度与其发生的

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交易。

11.天津航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丹璐；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澳洲路6262号查验库办公区202室(天津东疆商务秘书服务有限

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535号)；

经营范围：航空资产管理服务；航空资产交易经纪服务；航空资产残值处置服务；航空业务咨询及管理

服务；航空资产价值评估服务；航空租赁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国家专项、专营的，按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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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资产6.37亿元，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0.28亿元；2020年半年度营业

总收入1.0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04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控制，为公司合营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津航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为正常经营企业。公司2021年度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

租赁交易。

12.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包启发；

注册资本：3,010,000万人民币；

住所：海口市海秀路29号海航发展大厦；

经营范围：航空运输相关项目的投资管理；资本运营管理，资产受托管理，侯机楼服务和经营管理；

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538.3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314.11亿元；2019年

营业收入332.3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45亿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2021年度与其发

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交易。

13.湖北华宇临空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萌；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住所：黄陂区天河街刘辛村、横店街迎群村武汉海航蓝海临空产业园一期4号仓库栋1层/室；

经营范围：物流、仓储（非危险品）、临空产业的投资与管理；国内外航空运输业务的代理、技术合作、咨

询与服务；仓储服务；酒店管理；物业管理；物流信息服务；日用百货、电器、家具、五金交电、服装鞋帽批零兼

营，工业仓储设施的经营及相关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6.68亿元，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05亿元；2020年度总收入

0.2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62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公司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为正常经营企业。公

司2021年度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交易。

14.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左敦礼；

注册资本：46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芜湖市鸠江区皖江财富广场A3#楼601室；

经营范围：（一） 融资租赁业务；（二） 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三） 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四）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五）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以上（含）定期存款；（六）同业拆借；（七）向

金融机构借款；（八）境外借款；（九）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十）经济咨询；（十一）银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资产197.26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66.54亿元；2020年半年度营

业总收入6.7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1亿元；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在该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公司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为正常经营企业。公

司2021年度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交易。

15.北京科航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骥；

注册资本；15,000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甲26号院2号楼6层；

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制售中餐、西餐、印度餐（含冷荤凉菜、裱花）、咖啡冷热饮；销售酒、

饮料、定型包装食品；游泳馆；美容（非医疗美容）；项目投资管理；销售工艺品、五金交电；照相、彩扩服务；

健身服务；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信息咨询（中介除外）；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日用百货；会议服务；商务服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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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7.81亿元，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7.18亿元；2019年前三

季度主营业务收入1.1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0.66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之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施加重大影响。

履约能力分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科航投资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2021年度仅就与

日常经营办公相关的房屋租赁业务进行关联交易预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提供劳务、关联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2021年度除房

屋租赁、物业费、集装箱修理、信息系统维护、购买商业保险等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与日常经营办公相关的

关联交易金额约880万元外， 剩余336,850万元预计金额均为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

交易。公司将以成本及市场价格为参考，遵循公平、有偿、自愿、诚实守信的商业原则，根据每次交易时的具

体情况与关联方协商定价，确保定价公允。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根据公司与关联方存续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及2021年度实际经营需要确定，属于正

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存在交易的必要性，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权利

并履行义务，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庄起善先生、马春华先生、赵慧军女士在审议上述事项前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在召开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之前，公司向我们提交了与本次会议有关的资料，我们认真查阅和审议了所

提供的所有资料。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庄起善先生、马春华先生、赵慧军女士在审议上述事项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与关联方存续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及2021年度实际经营需要确定，除

以往年度已发生并存续至2021年度的关联租赁交易，公司仅与关联方新增开展房屋租赁、物业费、集装箱修

理、信息系统维护、购买商业保险等日常运营必须的日常关联交易业务，上述关联交易额度系公司营运所

需，存在交易的必要性。本次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商业惯例，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信息披露充分，

关联董事金川先生、马伟华先生、卓逸群先生、李铁民先生、王景然先生在审议该事项时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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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均为对公司及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不涉及对合

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及业务模式特性，公司下属各子公司融资时通

常需要其母公司提供担保且各下属子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导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2021年度日常经营需求，公司拟定2021年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之间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对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70亿元人

民币和120亿美元或等值外币。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授权期限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授权期限内，发生在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的各项担保事项不再另行履行审议程序，授权公司董事长

或经理（首席执行官）对上述担保事项作出决定并签署相关文件，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授权委托1人，

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董事4人；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已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庄起善先生、马春华先生、赵慧军女士已对本议案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尚需以特别决议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情况详述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担保余额

（

人民币

亿元

）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及其全资或控股

SPV

100% 84.08% 49.05

6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

22.08%

是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

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及其全资或控股

SPV

100% 77.61% - 10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

23.87%

是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

司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全资或

控股

SPV

100% 84.08% 116.04

1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

3.68%

是

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及其全资或控股

SPV

100% 77.61% 0.32 10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

23.87%

是

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

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100% 77.61% 1.63 10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

23.87%

是

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不适

用

83.39% -

10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

23.87%

是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84.08% 1.63

Global Sea Containers

Ltd.

Global Sea Containers Ltd.

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其

SPV

100% 70.23% - 10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

23.87%

是

Avolon Holdings

Limited

及其下属子公

司

Avolon Holdings Limited

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其

SPV

100% 75.06% 1,313.00 70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

167.09%

是

合计

70

亿元人民币和

120

亿美元等值外币

注：1.上述美元合计担保额度较大，主要系因公司境外子公司融资时金融机构通常要求上市公司及下属

多个子公司共同提供担保所致；2.上述“截至2021年3月31日担保余额”“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均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4853计算。

该担保额度适用于公司及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包括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

全资或控股SPV担保、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之间的担保以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

或控股SPV对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的对外担保实行单

报单批。上述担保方式以担保业务发生时双方签署的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包含但不限于保证担保、抵押、质

押、留置等担保方式。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㈠被担保人基本信息及主要财务数据

1.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⑴成立日期：1993年8月30日；

⑵注册资本：618,452.1282万元人民币；

⑶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93号；

⑷法定代表人：金川；

⑸经营范围：市政基础设施租赁;电力设施和设备租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设备租赁以及新能源、清洁

能源设施和设备租赁;水务及水利建设投资;能源、教育、矿业、药业投资;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金属材料、五

金交电、建筑材料、文体用品、针纺织品、农副产品的批发、零售,租赁业务的咨询服务,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与

服务；

⑹股权结构：截至2020年12月31日，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8.02%、深圳兴航融投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8.52%、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持股5.01%、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4.26%、广州市城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26%、天津通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4.26%；

⑺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502.12亿元人民币、总负债2,086.59亿元人民币、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271.70亿元人民币、2020年度营业收入274.18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98.40亿元人民币、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04亿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

⑴成立日期：2007年12月4日；

⑵注册资本：2,210,085万元人民币；

⑶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76号空港商务园西区7-1-301室；

⑷法定代表人：刘正伟；

⑸经营范围：企业资产重组、购并及项目策划;财务顾问;信息咨询服务;交通、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的投

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国际贸易及相关的简单加工;酒店管理;游艇码头设施投资;租赁、信托行业投资;公

共设施、房屋、基础设施、各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通信设备、科研设备、检验检测设备、工程机械、交通

运输工具(包括飞机、汽车、船舶)、二三类医疗器械(仅限融资租赁大型医用设备)等设备及其附带技术的融资

租赁业务;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业务;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业务；

⑹股权结构：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⑺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总资产2,489.02亿元人民币、总负债2,092.85

亿元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396.17亿元人民币、2020年度营业收入274.12亿元人民币、利润总

额-88.54亿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09亿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

⑴成立日期：2009年10月27日；

⑵注册资本：2,886,617,379美元；

⑶注册地址：Room� 2103� Futura� Plaza� 111� How� Ming� Street� Kwun� Tong� KL；

⑷经营范围：咨询和服务，投资；

⑸股权结构：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持股100%；

⑹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2,291.54亿元人民币、总负

债1,778.58亿元人民币、 股东权益合计512.96亿元人民币、2020年度营业收入270.00亿元人民币、 利润总额

-34.25亿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2亿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Global� Sea� Containers� Ltd.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其SPV

⑴成立日期：1998年4月29日；

⑵注册资本：245,864,602美元；

⑶注册地址：Chancery� House,� High� street,� Bridgetown,� Barbados.；

⑷经营范围：集装箱租赁、集装箱贸易及相关业务；

⑸股权结构：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⑹财务数据：截至于2020年12月31日，Global� Sea� Containers� Ltd.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总资产361.12亿

元人民币、总负债253.61亿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合计107.51亿元人民币，2020年度营业收入50.37亿元人民

币、利润总额5.61亿元人民币、净利润5.27亿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Avolon� Holdings� Limited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其SPV

⑴成立日期：2014年6月5日；

⑵注册地址：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⑶经营范围：飞机租赁；

⑷股权结构：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70%、ORIX� Aviation� Systems� Limited持股30%；

⑸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Avolon� Holdings� Limited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总资产1,906.12亿元

人民币、总负债1,430.66亿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合计475.46亿元人民币，2020年度营业收入219.84亿元人民

币、利润总额-35.4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28.54亿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注：1.以上子公司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0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关于主要境外子公司2020年年度财务报表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2.Global� Sea�

Containers� Ltd.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其SPV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相关重组报告文件的介绍分析信息；3.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SPV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相关对外投资公告的介绍分析信

息。）

㈡被担保人产权控制关系

/公司本次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均为对公司及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2021

年3月31日，相关被担保人的产权控制关系具体如下：

四、担保方式

上述担保方式以担保业务发生时双方签署的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包含但不限于保证担保、抵押、质押、

留置等担保方式。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担保、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之间的担

保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对公司的担保有助于公司日常业务拓展， 董事会对上述议案审

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权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庄起善先生、马春华先生、赵慧军女士在审议该议案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对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担保、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之间的担保及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对公司的担保有助于公司日常业务拓展，董事会对上述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4月28日，公司前12个月内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2,746,656.85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约10.98%，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34,500万元人民币；公司对天津渤海全资SPV发

生担保金额约12,000万元人民币；天津渤海对其全资SPV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12,000万元人民币；香港渤海、

HKAC和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414,500万美元 （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4853

计算折合人民币2,688,156.85万元）。

公司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担保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1.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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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衍生品交易基本情况

1.根据境内外资本市场环境，为降低利率及汇率波动对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

下属子公司的风险，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套期保值的需求，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实现稳健经

营，公司拟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交易。

2.《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会

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授权委托1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董事4人；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公司独立董事庄起善先生、马春华先生、赵慧军女士已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的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衍生品交易品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业务是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用于锁定成本，规避利率、汇率等风

险，提高资金利用率，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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