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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航天工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建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978 号）核准，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发展”、“上

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北京锐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安科技”）43.34%

股权、南京壹进制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进制”）100%股权和航

天开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开元”）合计 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 80,000 万元。 

截至本保荐书签署日，航天发展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新增股份

的登记手续已全部完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具有保荐人资格，认为航天发展申请其新增股票上

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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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愿意推荐其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

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名称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0001544115744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航天发展 

股票代码 000547 

住所 福州市台江区五一南路 67 号 

法定代表人 崔玉平 

注册资本 1,565,247,615 元  

成立日期 1993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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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1993 年 11 月 20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设计与制造；雷电防护、电磁防护产品设计与

制造；通信系统设备、终端设备设计与制造；射频仿真产品及配

套设备设计与制造；航天工业相关设备设计与制造；计算机整机、

零部件、应用电子设备设计与制造；专用仪器仪表设计与制造；

电子测量仪器设计与制造；金属容器设计与制造；环境治理产品

设计与制造；自有房地产经营和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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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上市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8-9-30 2017-12-31 2016-12-31 

资产总计 790,973.92  762,222.61   694,547.62  

负债总计 198,591.34 194,476.93 155,12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1,594.68  539,479.32   520,000.65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59,225.10  234,993.28   204,210.00  

营业利润 29,196.35 34,325.46 32,34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83.22  27,612.58   24,402.04  

现金流量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43.45  19,372.95   17,656.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58.84 -18,785.99 4,880.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57.17 -23,110.70 -42,597.15 

主要财务指标 
2018 年 1-9 月 

/2018-9-30 

2017 年度 

/2017-12-31 

2016 年度 

/2016-12-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9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9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5.09% 4.58% 

注：上述数据均取自上市公司已公告财务报告。 

二、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仅指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股份发行。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每股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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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三）发行数量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80,000.00 万元，其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工”）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0 万元。根据特定投

资者的实际认购情况，公司向航天科工 1 名认购方共发行股份 40,431,266 股。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40,431,266 299,999,993.72 36 

合计 40,431,266 299,999,993.72 - 

（四）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18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7.42 元/股），且不低于最近一期末公司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即 3.93

元/股；除公司控股股东航天科工外，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时无申购报价或

无有效申购报价，则本次发行价格定为本次发行底价，同时航天科工以发行底价

认购金额为 30,000 万元的发行人股票。 

申购当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时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航天科工外无其他投

资者申购报价，根据发行方案确定的发行价格确定原则，本次发行价格定为本次

发行底价，即发行价格为 7.42 元/股。 

（五）本次发行对象的限售期限 

航天科工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因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

减持还需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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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

究院（中国长峰机电技术研

究设计院） 

116,146,578 7.42% 116,146,578 7.23% 

航天科工 103,944,032 6.64% 144,375,298 8.99% 

南京基布兹航天科技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89,678,789 5.73% 89,678,789 5.59% 

新疆国力民生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62,135,067 3.97% 62,135,067 3.87% 

航天资产 59,520,229 3.80% 59,520,229 3.71% 

南京康曼迪航天科技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54,180,192 3.46% 54,180,192 3.37% 

南京高新技术经济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53,095,578 3.39% 53,095,578 3.31% 

佟建勋 49,986,966 3.19% 49,986,966 3.1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27,922,577 1.78% 27,922,577 1.7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25,339,532 1.62% 25,339,532 1.58% 

其他上市公司原股东 923,298,075 58.99% 923,298,075 57.50% 

合计 1,565,247,615 100% 1,605,678,881 1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仍

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三、独立财务顾问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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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独立财务顾问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独立财务顾问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3、独立财务顾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 

4、独立财务顾问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 

5、独立财务顾问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独立财务顾问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独立财务顾问作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

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及本独立财务顾问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上市保荐书以及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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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独立财务顾问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

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独立财务顾问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

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

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具体如下： 

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

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

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防止

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

度，保证发行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协助发行人进

一步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

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保障关联交易公

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项目主办人适时督导和关

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同时按照

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在发行人的定期报告披露前，项目主办人事先审

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在发行人的临时报告披露后，及

时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以确保发行人按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

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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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

事项，并发表意见 

根据证监会、深交所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完善和

规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项目主办人

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独立财

务顾问将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是否合法合规

发表意见。 

7、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委托理财、委

托贷款、证券投资以及套期保值以及

需经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购买或出售

资产业务的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上市公司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8、财务顾问协议对独立财务顾问（保

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上市公司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

息；根据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事

项发表公开声明。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联系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6029 

联系人：孙一宁、曾春 

七、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八、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

股权分布不会导致不符合上市条件。中信证券同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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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新增股份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孙一宁  曾  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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