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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其所任职、持有权益公司的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

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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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将合计持有的中航三鑫股份

有限公司 27.12%股份转让给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行为 

股份转让协议 指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中国

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关于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上市公司、中航三鑫 指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通飞 指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贵航集团 指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贵航 指 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控股 指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

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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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航空工业通飞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金湾区金海中路 999 号 201 栋办公客服综合楼 

注册资本 1,185,714.28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2 月 6 日 

经营期限 长期有效 

法定代表人 白小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710935839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通讯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银湾路 1519 号 

经营范围 

通用飞机产业的投资与管理；航空机载设备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

服务；通用航空业务的投资与管理；汽车与特种车辆改装设计、制造、

销售及售后服务；机电类产品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以上项目

不含许可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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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航空工业通飞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

务 
性别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身份证号码 

是否取得

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1 白小刚 男 
董事长、分

党组书记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6101121962******** 否 

2 周泽群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广东省

广州市 
4401041968******** 否 

3 胡军梅 女 董事 中国 
广东省

广州市 
4401021968******** 否 

4 徐凤 女 董事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4224291968******** 否 

5 杨雷 男 
董事、总经

理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110108196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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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聚文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4103291963******** 否 

7 李上福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4302041959******** 否 

8 宋京平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1101081959******** 否 

9 张枢玮 男 
董事、副总

经理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1301051964******** 否 

10 刘爱义 男 

职工董事、

纪检组组

长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1101081972******** 否 

11 梅瑜 女 
董事、总会

计师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3601041977******** 否 

12 李东涛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4401061968******** 否 

13 张育松 男 
董事会秘

书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5225011970******** 否 

（二）贵航集团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江路 110 号 

注册资本 167,087.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1 年 03 月 19 日 

经营期限 长期有效 

法定代表人 余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000214405935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通讯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江路 110 号 

经营范围 

航空飞行器、航空发动机、航空机载设备及其零备件、机场设备、汽

车和发动机及零部件、烟草包装机械及备件、机电产品、金属材料、

建材、五金交电、工业自动化系统及设备、化工产品、橡胶制品、塑

料制品、工程液压件、医疗交通运输设备及部件的研制、生产、销售；

高技术项目的承包；物资供销与仓储；经济、科技与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百货、针纺织品（以上不含国家专项审批和许可证的行业和商品）、

酒店物品、日用百货销售。餐饮、美容美发、洗浴、房屋出租、物业

管理、汽车租赁、代售车、机票、酒店经营、住宿、预包装食品（限

分支机构使用）；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国

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控股股东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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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航集团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性

别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身份证号码 

是否取得

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1 吕惊雷 
董事、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 
男 中国 

贵州省

贵阳市 
2301081964******** 否 

2 谢嘉宁 董事、副总经理 男 中国 
贵州省

贵阳市 
5225011962******** 否 

3 白传军 
董事、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 
男 中国 

贵州省

贵阳市 
5225011965******** 否 

4 严德华 董事、副总经理 男 中国 
贵州省

贵阳市 
5225011965******** 否 

（三）深圳贵航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内环路北 

注册资本 2,8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87 年 08 月 04 日 

经营期限 1987 年 08 月 04 日至 2027 年 08 月 04 日 

法定代表人 朱强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18857639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内环路北 

经营范围 

自有物业租赁（宗地号 T104-0041，房地产名称：展销门市部整栋一

楼整层商铺、综合楼 3 栋整栋一至四层、宏庆工业厂房 4 栋 2 层、宏

庆工业厂房 4 栋 3 层、宏庆工业厂房 4 栋 4 层、热表厂房 2 栋整栋、

机加厂房 1 栋整栋）。^生产经营机械设备、成套设备、工具、标准

件、金属制品、建筑节能门窗及五金配件、太阳能系列产品、电器电

子产品；汽车零部件；自有物业管理。 

控股股东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深圳贵航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性

别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身份证号码 

是否取得

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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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强华 董事长 男 中国 
广东省

深圳市 
5201111963******** 否 

2 王荣 副董事长 男 中国 
贵州省

安顺市 
4101031968******** 否 

3 张翼迈 副董事长 男 中国 北京 K25****（*） 

是（中国香

港永久居

留权） 

4 张育松 董事 男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5225011970******** 否 

5 傅俊旭 董事 男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3601041962******** 否 

6 宋庆春 董事 男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1504291983******** 否 

7 周芬 董事 女 中国 
广东省

珠海市 
4201171985******** 否 

8 王军 总经理 男 中国 
广东省

深圳市 
5225011963********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所示： 

序

号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持股公司名

称 

简称与代

码 

持股比

例 
持股方式 

股份

性质 

1 

航空工业

通飞、贵

航集团 

贵州贵航汽

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 

贵航股份

（600523.

SH） 

9.28% 
航空工业通飞通过贵航

集团间接持有 9.28% 

A 股

流通

股 

2 

航空工业

通飞、贵

航集团 

中航重机股

份有限公司 

中航重机

（600765.

SH） 

34.82% 

航空工业通飞直接持有

1.88%，通过贵航集团间

接持有 6.91%，通过贵

州金江航空液压有限责

任公司间接持有

24.57%，通过贵州盖克

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间接持有 1.46%
注

 

A 股

流通

股 

3 
航空工业

通飞 

中航电测仪

器股份有限

公司 

中航电测

（300114.

SZ） 

49.94% 

航空工业通飞通过汉中

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 23.94%，

通过汉中汉航机电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 26%
注
 

A 股

流通

股 

注：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为贵航集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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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子公司；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汉中汉航机电有限公司为航空工业通飞全资子

公司。 

除前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航空工业通飞、贵航集团与深圳贵航的股权关系结构图

如下： 

 

航空工业通飞直接持有贵航集团 100%股权，贵航集团直接持有深圳贵航 75%

股权。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航空工业通飞、贵航集团、

深圳贵航构成一致行动人。 

75%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 

100% 

7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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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协议转让所持中航三鑫控制权，主要是

为了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国企深化改革，聚焦航空主业，进

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出于自身战略发展考虑而出售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

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

不排除将根据市场情况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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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种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股） 
所占中航三鑫总

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深圳贵航 110,377,651 13.74%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注
 

贵航集团 107,847,117 13.42%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航空工业通飞 18,962,651 2.36%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注：深圳贵航所持中航三鑫股份中有 11,217,716 股由于涉及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事项，

处于冻结状态，不在本次股份转让范围。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2 月 31 日，航空工业通飞、贵航集团、深圳贵航与海南控股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航空工业通飞、贵航集团、深圳贵航将其合计持有的中

航三鑫 27.12%股份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海南控股。本次权益变动的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国有股东 
转让前持股情况 转让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比 持股数量（股） 占比 

深圳贵航 110,377,651 13.74% 11,217,716 1.40% 

贵航集团 107,847,117 13.42% - - 

航空工业通飞 18,962,651 2.36% 8,035,500 1.00% 

航空工业合计 237,187,419 29.52% 19,253,216 2.40% 

海南控股 - - 217,934,203 27.12% 

本次权益变动前，航空工业通飞直接持有中航三鑫 2.36%股份，同时分别通

过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贵航、贵航集团间接持有中航三鑫 13.74%、13.42%股份，

即航空工业通飞合计持有中航三鑫 29.52%股份，为中航三鑫的控股股东。航空

工业集团通过航空工业通飞、深圳贵航、贵航集团合计持有中航三鑫 29.52%股

份，为中航三鑫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海南控股直接持有中航三鑫 27.12%股份，成为中航三鑫

控股股东。航空工业通飞及其下属子公司仍合计持有中航三鑫 2.4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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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 年 12 月 31 日，航空工业通飞、贵航集团、深圳贵航与海南控股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转让当事人 

甲方（转让方）： 

甲方一：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109358394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金海中路 999 号 201 栋办公客服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白小刚 

甲方二：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576395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内环路北 

法定代表人：朱强华 

甲方三：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059353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江路 110 号 

法定代表人：余霄 

乙方（受让方）： 

乙方：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7674746907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西路 9 号省政府办公区会展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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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合称“甲方”，甲方、乙方合称“双方”） 

（二）本次交易内容 

1、甲方自愿并同意按本协议约定之条件和条款向乙方转让标的股份，且乙

方自愿并同意按本协议约定之条件和条款自甲方受让标的股份，甲方一、甲方二、

甲方三的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甲方 
目前持有的中航三鑫股份 拟转让股份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转让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甲方一 18,962,651 2.36% 10,927,151 1.36% 

甲方二 110,377,651 13.74% 99,159,935 12.34% 

甲方三 107,847,117 13.42% 107,847,117 13.42% 

合计 237,187,419 29.52% 217,934,203 27.12%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将持有中航三鑫共计 217,934,203 股股份，占中

航三鑫总股本的 27.12%。 

2、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5.88 元/股，不低于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上市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及本次交易提示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

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数平均值，符合深交所股份协议转让以及国有企业转让上

市公司股份的交易定价的规定。 

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 1,281,453,113.64 元，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各

自股份转让价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甲方 转让价格（元） 转让股份数（股） 股份转让价款（元） 

甲方一 5.88 10,927,151 64,251,647.88 

甲方二 5.88 99,159,935 583,060,417.80 

甲方三 5.88 107,847,117 634,141,047.96 

合计 217,934,203 1,281,453,113.64 

双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不因中航三鑫股份交易价格的涨跌而对本条所述

的股份转让价格进行调整。过渡期内中航三鑫发生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格及股份数量应相应进行调整，以

保持约定的股份转让比例以及股份转让价款不变。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3 

 

（三）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经双方协商一致，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安排具体如下： 

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 30%即

384,435,934.09 元作为保证金（即分别向甲方一支付 19,275,494.36 元、甲方二支

付 174,918,125.34 元、甲方三支付 190,242,314.39 元），该保证金于本协议生效之

日起自动转为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 

乙方应将剩余 70%股份转让价款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90 个工作日内全部结

清，即乙方再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 897,017,179.55 元（即分别向甲方

一支付 44,976,153.52 元、甲方二支付 408,142,292.46 元、甲方三支付

443,898,733.57 元）。 

（四）标的股份的交割 

1、双方应共同合作并基于诚信原则尽其最大的努力促使下列本次股份转让

交割的先决条件尽早满足，双方在下列需由其达成的先决条件成就之后，应在相

关先决条件成就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对方提供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相

关书面证明文件： 

（1）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事宜和本协议获得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及其他监管机构（包括深交所、中登公司）的确认、批

准、许可或豁免，且批准、许可或豁免文件未对本协议的内容作出实质性改动。 

（2）就本次股份转让，各方已按照相关适用法律的要求相应履行了报告、

公告等信息披露义务。 

（3）乙方已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约定向甲方足额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2、乙方足额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甲方负责向深交

所提交标的股份转让的申请材料，乙方予以配合。 

3、双方同意，自本次交易取得深交所确认函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甲方负

责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双方均不得行使对本次交易的

单方撤销权。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4 

 

4、双方有义务按时提供办理深交所确认函、中登公司标的股份过户手续所

需的一切文件、资料和取得合法的授权。 

5、自标的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后，乙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拥

有对标的股份完整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并且甲方或者其他任何第三人针对标的股

份不享有任何处置权、收益权或者其他任何权利。 

（五）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内，甲方应遵守中国法律关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规定，履行其应尽之义

务和责任，并不得因此损害上市公司以及其他股东之权利和利益。 

过渡期内，甲方承诺督促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常开展其业务经营活动，

并遵守中国法律、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内部规章制度的相

关规定。 

在过渡期内，如果任何一方未遵守或未完成其依照本协议应遵守或满足的约

定、条件或协议，或在过渡期内发生可能导致对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保

证和承诺不准确或不真实的事件，均有义务在知悉该等行为或事件后尽快通知对

方，如因此造成上市公司或/和对方损失的，应按照本协议第十一条约定承担相

应违约责任。 

（六）交割后安排 

双方同意，交割日后，在乙方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上市公司将保留

原有主营业务，并整合各方资源，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在取得乙方

相关权力机构批准且监管部门无异议的前提下，乙方将对上市公司发展给予全面

支持。 

双方同意，交割日后，在乙方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乙方应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在其职责范围内尽合理努力保持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管理层

及技术人员的稳定，保持人员薪酬福利待遇稳定，并强化激励，激发核心管理团

队和技术人员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双方同意，自交割日起 30 日内，上市公司拟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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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以提前换届或改选等方式改组更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乙方将取

得董事会和监事会半数以上席位，甲方应给予乙方积极的配合。在董事会、监事

会改组完成前，甲方承诺促使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按中国法律、中国证监会

及深交所相关规定、各公司的章程及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运作，不从事任何违反上

述规定或其他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益和/或包括乙方在内的股东

利益的行为，并促使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继续遵守本协议第五条之相关约定。 

（七）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已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 

（2）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已经双方有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批准； 

（3）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项已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

的批准/豁免。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及股份转让的其他安

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

让方式转让的 217,934,203 股中航三鑫股票不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信息外，本次流通股股份协议转让不存在附加条件，协

议转让双方不存在就全部股东权利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五、本次交易所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已取得航空工业通飞董事会、贵航集团股东决定、深圳贵航董事会、

海南控股董事会审批同意，已取得了现阶段所需要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交易还需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等单位关于同意本次协议转

让行为的批复、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本次交易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及其他

监管机构（包括深交所、中登公司）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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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海南控股直接持有中航三鑫 27.12%股权，成为上市公司

的控股股东，航空工业通飞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受让人的调查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对受让方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

图等进行合理的调查和了解，认为海南控股具备受让人的资格条件，不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八、其他权益变动披露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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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中航三鑫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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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

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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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股份转让协议》 

4、其他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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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单位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白小刚 

 

 

 

 

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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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单位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吕惊雷 

 

 

 

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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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单位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朱强华 

 

 

 

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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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

所在地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2061

号新保辉大厦 17 楼 

股票简称 中航三鑫 股票代码 00216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

任公司 
信息披露

义务人注

册地 

珠海市金湾区金海中路 999

号 201 栋办公客服综合楼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锦江路 110 号 

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

司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内环

路北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

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

任公司为中航三鑫控

股股东 

信息披露

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为中航三鑫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

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 

持股数量：18,962,615 股 

持股比例：2.36%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 

持股数量：107,847,117 股 

持股比例：13.42% 

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 

持股数量：110,,377,651 股（其中 11,217,716 股处于冻结状态） 

持股比例：13.7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 

变动数量：10,927,151 股 

变动比例：直接减少的股份数占中航三鑫总股本的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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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 

变动数量：107,847,117 股 

变动比例：直接减少的股份数占中航三鑫总股本的 13.42% 

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 

变动数量：99,159,935 股 

变动比例：直接减少的股份数占中航三鑫总股本的 12.3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等单位关于同意本

次协议转让行为的批复、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本次交易的经营者

集中反垄断审查及其他监管机构（包括深交所、中登公司）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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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白小刚 

 

 

 

2020 年 01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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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吕惊雷 

                                    

 

 

 

 

 

 

2020 年 01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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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朱强华 

 

 

 

 

 

 

2020 年 01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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