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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资本（600705.SH） 
金控平台旗下股权更趋集中，高管持股契合国企改革方向 

  金融子公司控股权进一步集中，集团大比例参与配套增资 
根据中航投资公告，公司将于 12 月 22 日（周一）复牌，并计划通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配套募集资金。具体如下： 
1、交易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包括向中航国际、陕航电气等

17 家对象，配套融资部分包括中航工业（或其指定子公司）、祥投投资等

（高管、核心骨干设立合伙公司）； 
2、标的资产：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中航租赁合计 30.95%的股权、

中航信托合计 16.82%的股权、中航证券合计 28.29%的股权； 
3、发行价格：发行及配套募资价格不超过 15.78 元/股（分红送转前）； 
4、发行数量：预计发行购买资产股份数量为 2.77 亿股，配套募资股

份数量不超过 0.92 亿股； 
5、募资用途：配套融资拟用于中航租赁的航空、设备、船舶租赁业务。 

 长期而言，机制、利益理顺，有望迎来金控、孵化器平台共同繁荣 
中航资本作为特大型央企——中航工业集团旗下唯一金融控股、产融

结合平台，在项目来源及资金支持方面，均将充分受益于集团的“产融结

合”、军工资产证券化发展战略： 
1、核心管理人员参与配套融资，股权激励关系得以理顺：配套募资的

公司中，祥投投资、圣投投资和志投投资均由中航资本及其主要子公司的

主要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参与设立，高管持股契合当前国企改革方向。 
2、进一步绑定集团利益，“孵化器平台”将充分受益于集团的军工项

目资源：本次配套募资，集团或旗下公司拟继续参与，公司与集团的利益

进一步绑定，有利于未来获取集团的航天军工直投等更多资源上支持。 
3、加大对金融子公司支持力度，“金控平台”整体运作效率有望提升：

预计随着公司利益一体化程度的提升，公司资源将得到更有效配置。 
 短期而言，换股方式增持金融公司股权，有望增厚每股业绩 

参考 2014 年前 3 季度财务数据，此次增持三家金融子公司股权，可使

公司归母净利润提高 2.77 亿元，相比同期归母净利润增加 19%，业绩增幅

高于本次换股收购所导致股本 15%的增幅，整体有利于增厚每股业绩。 
 投资建议：基本面扎实、估值安全，维持“买入”评级 

我们继续看好中航资本依托集团优势的广阔发展前景，预计国际化进

程仍将有序推进，公司的主要投资亮点包括： 
1、扎实的基本面：金控平台旗下业务稳健增长，未来孵化器平台高额

回报值得继续期待，其对盈利、估值提升的积极影响显著； 
2、较为安全的估值：2014-15 年 PE 估值仅为 19、14 倍； 
3、巨大的成长空间：对标公司 GE capital 2013 年占 GE 集团盈利比

例高达 63%，中航资本占中航集团盈利比例仅 2 成左右，提升潜力较大； 
4、诸多的催化剂（停牌期间）：1）实现高管持股，契合当期国企改革

主题；2）拟向集团配套融资，利于利益绑定并获取更多军工直投等项目支

持；3）换股方式提升对旗下金融公司持股比例，预计增厚每股业绩；4）
中报 10 送 10+2 元现金高送配回报股东；5）拟 2 亿元认购宝胜股份定增

股份；6）拟 5 亿元认购中航机电定增股份；7）3 季报盈利实现翻倍以上

增长；8）停牌期间，非银金融、军工板块分别上涨 97%、45%。 
预计公司 14-15 年 EPS 为 1.02、1.32 元，对应 PE 仅为 19、14 倍，

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旗下子公司如财务公司等存在部分关联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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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子公司控股权进一步集中，集团大比例参与配套增

资 
中航资本公告，将于12月22日（周一）复牌，并计划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配套募集资金。具体如下： 

1、交易对象：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中航国际、陕航电气、西安

飞行自控所、成都凯天、金城集团、洛阳电光、沈阳黎明、无线电所、沈飞企管、

西航集团、空空导弹研究院、西航计算技术研究所、中航技深圳、共青城服务公司、

江西财投、贵航集团、洪都集团；2）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的交易对象为中航工业

（或其指定子公司）、祥投投资、圣投投资、志投投资。 

2、标的资产：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增发对象持有的中航租赁合计30.95%的

股权、中航信托合计16.82%的股权、中航证券合计28.29%的股权；以2014年8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预估值为43.68亿元。 

3、发行价格：以2014年12月2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为定价基准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5.78元/股，若中报10送10+2元现金红利方案实施，则此

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7.79元/股。 

4、发行数量：1）预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为2.77亿股；2）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25%，对应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股数不超过0.92亿股。 

5、限售期限：1）除共青城服务公司、江西财投认购的公司股份限售期为12个
月，其余参与以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

份的锁定期为36个月。 

6、募资用途：本次重组配套资金拟全部用于对子公司中航租赁增资，具体运用

方向包括：航空租赁业务、设备租赁业务、船舶租赁业务。 

长期而言，机制、利益理顺，有望迎来金控、孵化器平

台共同繁荣 
中航资本作为特大型央企——中航工业集团旗下唯一金融控股、产融结合平台，

在项目来源及资金支持方面，均将充分受益于集团的“产融结合”、军工资产证券

化发展战略。 

1、核心管理人员参与配套融资，股权激励关系得以理顺 
配套募资的公司中，祥投投资、圣投投资和志投投资均由中航资本及其主要子

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参与设立。高管持股契合当前国企改革方向。 

3家投资公司设立时间集中于2014年12月8日-9日，设立目的均为“参与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为全体合伙人的利益进行该投资”。由此可见，控股股东及公司核心

成员对此次募资均表现出积极态度，彰显了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充沛信心，同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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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通过此次募资顺利持股，股权激励关系得以理顺，公司未来

的管理层动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一致向好。 

2、进一步绑定集团利益，“孵化器平台”将充分受益于集团的军工项目资

源 
本次配套募资，集团或旗下公司拟继续参与，公司与集团的利益进一步绑定，

有利于未来获取集团的航天军工直投等更多资源上支持。 

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工业集团，集团公司设有航空装备、运输机、发动机、直升

机、机载设备与系统、通用飞机、航空研究、飞行试验、贸易物流、资产管理、工

程规划建设、汽车等产业板块，下辖200余家成员单位、有20多家上市公司。 

2014年3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中航工业的持股比例由51.09%下降

到41.68%；本次配套募资完成后，中航工业及其下属单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

提高至49.23%，有利于加强控股股东对公司这一核心金融控股和产融结合平台的控

股权。同时，从2014年进展情况来看，公司已参与宝胜股份、中航机电等增发募资，

预计随着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提高，对公司资本运作的支持力度也将加大。 

图1：配套募资完成后，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得以提升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公司与集团利益进一步绑定，将充分受益于集团军工资产证券化进程。此次配

套募资，中航工业预计认购金额为12.8亿元，占配套募资总额的92%，大股东大比

例参与配套募资，将有助于公司与集团利益进一步绑定。目前集团证券化比例约为

55%，未来目标将达到80%，中航投资作为集团旗下核心孵化器平台，在项目资源

方面将充分受益于集团资产证券化进程。 

表1：募集配套资金对象预计认购股份情况（单位：万元、万股） 

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象 预计认购金额 预计认购股数 预计认购金额占比 
中航工业（或其指定子公司） 128,000 8,111.53 92.17% 
祥投投资 3,450 218.63 2.48% 
圣投投资 3,205 203.11 2.31% 
志投投资 4,225 267.74 3.04% 
合计 138,880 8,801.01 100.00%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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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大对金融子公司支持力度，“金控平台”整体运作效率有望提升 
公司对旗下金融子公司的控股比例将进一步提高，有助于提高对各子公司的支

持力度及协同运作效率。通过此次换股吸收合并，旗下金融子公司的控股权将进一

步集中，公司对“金控平台”的资金支持及管理效率有望进一步提高。从既有情况

来看，公司50亿元的定增募集资金已于2014年3月12日全部到位，截至目前，该项

募集资金已全部按计划用于支持旗下金融子公司发展。由于公司业绩60%左右来自

金控平台贡献，三季报翻倍以上的业绩增长，表明资金支持对“金控平台”的发展

有显著促进作用。预计未来随着母子公司利益一体化程度的提升，公司资源将得到

更有效配置。 

图2：公司三季报业绩实现翻倍以上增长（单位：百万元）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表2：中航资本50亿元定增募资资金使用情况（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总额 实际投资总额 项目完成日 投资进度  
用于收购中航工业持有的中航信托股权 67,131.52 67,131.52 2013 年 12 月 2 日 100% 

增资中航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150,000.00 150,000.00 2013 年 12 月 30 日 100% 

增资中航信托开展信托业务 59,843.00 59,843.00 2013 年 12 月 4 日 100% 

增资中航证券开展证券业务 100,000.00 100,000.00 
2013 年 7 月 31 日、 
2013 年 8 月 2 日、 
2013 年 9 月 6 日 

100% 

偿还银行借款  123,025.48 112,345.48 2014 年 3 月 24 日 100% 

节余补充流动资金 - 200.9 2014 年 5 月 6 日 -  
合计  500,000.00 489,520.90 - -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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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而言，换股方式增持金融公司股权，有望增厚每股

业绩 
参考2014年前3季度财务数据，此次增持三家金融子公司股权，可使公司归母

净利润提高2.77亿元，相比同期归母净利润增加19%，高于本次换股收购所导致股

本15%的增加，整体有利于增厚每股业绩。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概况 
此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两部分：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公司拟以15.78元/股的价格（分红送转前），向中

航国际、陕航电气等17家对象发行2.77亿股股份，以此收购各方合计持有的中航租

赁30.95%股权、中航信托16.82%股权和中航证券28.29%股权，上述股权资产整体

预估值为43.68亿元。 

2）配套融资部分，中航资本拟以15.78元/股的价格，向中航工业（或其指定子

公司）、祥投投资、圣投投资和志投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资，配套融资总额不超

过本次交易总额的25%。发行股份配套募资约13.9亿元，相关资金将全部用于增资

中航租赁开展航空、设备、船舶租赁业务，以此提升中航租赁的资本实力，扩大中

航租赁的业务规模、降低融资成本。 

2、标的资产概况：运营情况良好，股权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实现了对中航证券的全资控股，直接持股比例由71.71%

提高至100%，对中航租赁和中航信托的控股比例分别由65.80%、63.18%提高至

95.75%、80.00%。此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中航租赁、中航信托、中航证券的股权

结构将进一步简化，公司对这三大金融子公司的控制权将进一步集中，为子公司后

续引入战略投资者创造条件，也将有利于增强公司对各金融子公司的协同管理，提

高资金运作效率。 

1）中航租赁：战略合作方为国家进出口银行，资金成本与项目来源仍将保持显

著优势 

中航租赁是经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国内首批内资融资租赁企业，也是

国内目前唯一一家中央企业投资、拥有航空工业背景的专业租赁公司。 

中航租赁未来将加大对于飞机、船舶及大型设备的融资租赁业务的扩展，开展

上述业务需要持续投入资本金以扩大中航租赁的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和增强抗

风险能力，本次配套募集总额能够部分满足中航租赁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与中航

租赁的经营规模、财务状况相匹配，控股权进一步集中后，未来将主要受益于资金

（进出口银行支持）、项目来源充裕。 

2）中航信托：产品投资范围覆盖广泛，未来将受益于市场化运营 

中航信托积极发展各个领域、不同类型的信托业务，创新产品设计，实现受托

资产规模快速增长。信托产品投资范围涵盖了证券、金融、能源、基础设施、房地

产、工商企业等各个领域；信托产品设计包括了股权投资、债权融资、BT、有限合

伙投资、应收账款收益权、产业基金等多元化的业务结构；信托业务合作模式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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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银信合作、信政合作、证信合作和私募基金合作等。 

2013年底公司完成增持22%的信托股权交割，从中报14%的利润表现来看，业

绩贡献已有初步体现，考虑到存量项目以基础产业和实业投资为主，且信托子公司

今年在严格风控背景下依然实现了手续费收入的增加，预计2014年全年的业绩贡献

能力持续向好。 

3）中航证券：处于稳步成长期，将受益于行业转型发展红利及集团资产证券化

进程 

中航证券主要经营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 

在2015年资本市场由间接融资转型直接融资的大背景下，证券行业有望迎来项

目、资金双轮驱动的发展机遇。中航证券背靠财务公司充裕的资金支持，将同时受

益于行业转型发展红利及集团资产证券化进程。 

3、业绩影响：此次换股吸收合并将显著提升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净资产 
此次换股吸收合并将显著提升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净资产。按照2014年9月30

日公司披露的未经审计财务数据计算，换股吸收合并前，上述三家公司贡献的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占公司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54.3%；换股吸收合并后，该比例增至73% 

中航租赁、中航信托、中航证券业绩稳健增长，截至2014年9月30日，已分别

实现2013年度净利润的81%、90%、279%。根据中航租赁、中航信托、中航证券

的历史财务数据和目前的业绩情况，预计本次交易能够显著提升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和净资产。 

图3：三家金融子公司2014年Q1-Q3净利润占2013年净利润均已达八成以上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表 3：吸收合并前后盈利估算（拟增资的 3个公司数据按照预案中的未审数据） 
中航租赁 2013 2014 年 1-9 月 占 2013 年比重 
营业总收入 180,171.90 191,538.21 106% 
营业利润 51,513.81 45,431.22 88% 
净利润 42,741.23 34,573.63 81% 
净资产 312,499.22 

  
中航信托 2013 2014 年 1-9 月 占 2013 年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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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 141,226.67 103,453.77 73% 
营业利润 98,258.37 88,112.19 90% 
净利润 73,941.78 66,361.83 90% 
净资产 383,871.97 

  
中航证券 2013 2014 年 1-9 月 占 2013 年比重 
营业总收入 61,086.30 64,544.92 106% 
营业利润 12,589.96 29,774.58 236% 
净利润 7843.28 21,861.34 279% 
净资产 245,039.39 

  
此次换股吸收合并前 

   
中航资本 2013 2014 年 1-9 月 占 2013 年比重 
营业总收入 533,976.02 471,621.12 88% 
营业利润 242,838.89 294,620.24 121% 
净利润 187,471.55 224,139.73 120% 
归母净利润 84,431.51 148,038.93 175% 
归母净资产 1,063,311.76 1,921,371.20 181% 

换股吸收合并后估算 
   

归母净利润 115332.8975 178526.6539 155% 
      增幅 37% 21% 

 
归母净资产 1,070,940.11 1,921,371.20 179% 
      增幅 0.72%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催化剂：停牌期间多项利好落地值得关注 
中航资本从8月12日停牌，至今期间诸多重要催化剂陆续落地，具体如下： 

1、中报 10 送 10+2 元现金红利，高送配以回报股东 
中航资本中报拟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14H1末总股本18.7亿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目前该方案除权（除

息）日定为2014年12月26日。 

2、增厚军工直投项目浮盈，预计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在控股股东中航工业集团的军工资产证券化战略指导下，中航资本作为其唯一

的资本运作平台，享有得天独厚的军工股权资源优势。 

目前，公司已公告，拟2亿元认购宝胜股份定增股份、拟5亿元认购中航机电定

增股份。 

3、停牌期间非银、军工板块大涨，预计公司补涨预期强烈 
停牌期间，非银金融（申万）板块大涨97%，国防军工（申万）板块上涨45%。

中航资本持有7.77%股权的中航飞机上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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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季报盈利实现翻倍以上增长 
中航资本2014年前3季度归母综合收益、净利润分别为24.4、14.8亿元，同比高

增244%、114%，每股口径1.31、0.79元，业绩大幅增长主要归于孵化器平台高额

回报（含重估中航飞机投资成本所增加税后投资收益约4.9亿元）、金控平台稳健增

长的共同影响。 

投资建议：基本面扎实，估计安全，维持“买入”评级 
我们继续看好中航资本依托集团优势的广阔发展前景，预计国际化进程仍将有

序推进，公司的主要投资亮点包括： 

1、扎实的基本面：金控平台旗下业务稳健增长，未来孵化器平台高额回报值得

继续期待，其对盈利、估值提升的积极影响显著； 

2、较为安全的估值：2014-15年PE估值仅为19、14倍； 

3、巨大的成长空间：对标公司GE capital 2013年占GE集团盈利比例高达63%，

中航资本占中航集团盈利比例仅2成左右，提升潜力较大； 

4、诸多的催化剂（停牌期间）：1）实现高管持股，契合当期国企改革主题；2）
拟向集团配套融资，利于利益绑定并获取更多军工直投等项目支持；3）换股方式提

升对旗下金融公司持股比例，预计增厚每股业绩；4）中报10送10+2元现金高送配

回报股东；5）拟2亿元认购宝胜股份定增股份；6）拟5亿元认购中航机电定增股份；

7）3季报盈利实现翻倍以上增长；8）停牌期间，非银金融、军工板块分别上涨97%、

45%。 

预计公司14-15年EPS为1.02、1.32元，对应PE仅为19、14倍，维持“买入”

评级。 

风险提示：旗下子公司如财务公司等存在部分关联性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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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非银行金融行业研究小组 
李 聪： 首席分析师，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保险精算学硕士。曾在普华永道担任高级精算顾问、长江证券研究所担任非银行金融高

级研究员、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担任非银行金融首席分析师及社会服务业产业链总监，2012 年进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2011

年至 2013 年连续三年获“新财富”非银行金融第一名，2014 年获“新财富”非银行金融第三名。 

张 黎： 资深分析师，浙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MBA)管理学硕士，2012 年进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2011 年至 2013 年连续三年获“新

财富”非银行金融第一名（团队），2014 年获“新财富”非银行金融第三名（团队）。 

曹恒乾： 资深分析师，英国达勒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金融学硕士，2008 年进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2012 年至 2013 年

获“新财富”非银行金融第一名（团队）2014 年获“新财富”非银行金融第三名（团队）。 
 

 广发证券—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买入：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10%以上。 

持有：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相对大盘的变动幅度介于-10%～+10%。 

卖出：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大盘 10%以上。 
 

 广发证券—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买入：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15%以上。 

谨慎增持：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5%-15%。 

持有：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相对大盘的变动幅度介于-5%～+5%。 

卖出：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大盘 5%以上。 
 

 联系我们 
 广州市 深圳市 北京市 上海市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

大都会广场 5 楼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15 楼 A 座

03-04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

月坛大厦 18 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

震旦大厦 18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518026 100045 200120 

客服邮箱 gfyf@gf.com.cn 

服务热线 020-87555888-8612 
 

 免责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只发送给广发证券重点客户，不对外公开发布。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可靠，但广发证券不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报告内容

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涉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广发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引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

任，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客户不应以本报告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本报告做出决策。 

广发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信息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反映研究人员的不同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并不代表广发

证券或其附属机构的立场。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究人员于发出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且不予通告。 

本报告旨在发送给广发证券的特定客户及其它专业人士。未经广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

登、转载和引用，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者承担。 

 


	金融子公司控股权进一步集中，集团大比例参与配套增资
	长期而言，机制、利益理顺，有望迎来金控、孵化器平台共同繁荣
	1、核心管理人员参与配套融资，股权激励关系得以理顺
	2、进一步绑定集团利益，“孵化器平台”将充分受益于集团的军工项目资源
	3、加大对金融子公司支持力度，“金控平台”整体运作效率有望提升

	短期而言，换股方式增持金融公司股权，有望增厚每股业绩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概况
	2、标的资产概况：运营情况良好，股权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
	3、业绩影响：此次换股吸收合并将显著提升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净资产

	催化剂：停牌期间多项利好落地值得关注
	1、中报10送10+2元现金红利，高送配以回报股东
	2、增厚军工直投项目浮盈，预计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3、停牌期间非银、军工板块大涨，预计公司补涨预期强烈
	4、3季报盈利实现翻倍以上增长

	投资建议：基本面扎实，估计安全，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旗下子公司如财务公司等存在部分关联性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