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贵会证监许可[2018]37 号文核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航天长峰”）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 9,860,247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价格为 12.8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26,999,981.3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18,727,981.36 元。 

作为发行人本次配套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及发行人有关本次配套发行的

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与发行人组织实施了本次配套发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

所全程见证了本次配套发行。 

现将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合规性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即2018年4月11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2.88元/股。 

（二）发行数量 

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数量为9,860,247股，对应募集资金为126,999,981.36元,

不超过发行人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发行金额上限，且符合贵会《关



 

于核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向叶德智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37号）中关于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本次配

套资金不超过12,700万元的要求。 

（三）发行对象 

本次配套发行对象确定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等2名投资者，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最终配售对象的获配产品认购信息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产品名称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鑫享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

司 

2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或合法借贷资金 

本次配售对象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易方达鑫享股票型养老

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产品参与认购，上述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相

关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程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上述产品均不属于《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

案登记手续。 

本次配售对象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或合法借贷资金

参与认购，均不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

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应开展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有关的

工作。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4 是 

经核查，上述 2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配套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6,999,981.36 元，扣除证券承销费人

民币 7,800,000.00 元、会计师验资费 200,000.00 元及律师费 272,000.00 元后，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18,727,981.36 元，未超过募集资金规模上限 127,000,000 元，

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

资金总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五）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不得转让，之后

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

募集资金总额及限售期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配套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于 2017年 6 月 19日召开的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7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017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本次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年1月4日，航天长峰取得贵会证监许可[2018]37号《关于核准北京航天

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向叶德智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本次配套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股东

大会的授权，并获得了贵会的核准。 

三、本次配套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询价对象及认购邀请书的发放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2018年4月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91名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发送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及《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上述91名投资者中包

括：截至2018年3月30日收市后可联系的前20名股东；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

者31名；基金公司24名；证券公司11名；保险机构5名。 

（二）本次发行询价及认购的情况 

2018 年 4 月 13 日上午 8:30-11:30，在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收到 2 家投资者回复的《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及其附

件，经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提交申购报价单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按照证监会规定不需要缴纳保证金；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按约定缴纳保

证金 250 万元，报价均为有效报价。 

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

象类别 

关联

关系 

锁定期

（月）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一、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12.88 2,540 1,972,049 25,399,991.12 

2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 无 12 12.88 10,160 7,888,198 101,599,990.24 

         

小

计 
     获配小计 9,860,247 126,999,981.36 

二、申购不足时引入的其他投资者      

1 无 
       

… 
        

小

计      
获配小计   

三、大股东及关联方认购情况      

1 无 
       

小

计      
获配小计   

合

计      
获配总计 9,860,247  126,999,981.36 



 

四、无效报价报价情况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别 
无效报价原因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万

元） 

申购金额（万

元）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三）发行定价与配售情况 

依据投资者填写的《申购报价单》，并根据《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中

定的认购对象和认购价格确定原则，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

原则，共同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具体获配股数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72,049 25,399,991.12 

2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888,198 101,599,990.24 

 
合计 9,860,247  126,999,981.36  

（四）缴款、验资情况 

2018年4月25日，瑞华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8]01340002号），验

证截至2018年4月18日17：00时止，中信建投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

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金额总计为126,999,981.36元。

其中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缴付认购资金为人民币25,399,991.12元，上海上国

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缴付认购资金为人民币101,599,990.24元。 

2018 年 4 月 25 日，瑞华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8]01340003 号），

验证截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止，航天长峰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860,247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2.88 元，实际收到投资者缴

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126,999,981.36 元，扣除证券承销费人民币 7,800,000.00 元、

会计师验资费 200,000.00 元及律师费 272,000.00 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18,727,981.36 元。截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352,031,272.00 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352,031,272.00 元。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本次配套发行的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件后，

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还将督促发行人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规定，在本次发行正式结束后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手续。 

五、中信建投对本次配套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孙彦雄                 

 

 

独立财务顾问协办人：                                                              

                                   杜鹃                  张尚齐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