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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9   证券简称：航天彩虹  公告编号：2020-062 

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 

暨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彩虹”或“公

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1,070.00 万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包括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

投资”）、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华基金”）

和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创基金”）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其中航天投资以人民币

5,000.00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国华基金以人民币 35,000.00

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国创基金以人民币 10,000.00 万元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二）2020年 11月 6日，公司与航天投资、国华基金、国创基金签

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航天投资、国华基金和

国创基金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为公

司的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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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年 11月 6日召开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涉及

的关联董事已履行相应回避表决程序，相关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

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将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关联

交易的审批程序，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时，关联股东

需要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航天投资 

1、基本信息 

名称：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6号航天科技大厦4层 

法定代表人：张陶 

注册资本：1,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航天科技成果的

转化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卫星应用系统产品、电子通讯设备、软

件产品的开发及系统集成和物业管理。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航天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航天科技集

团。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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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注册资本（万元） 比例 

1 航天科技集团 248,156.0000 20.67967% 

2 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215,724.7159 17.97706% 

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020 16.83502% 

4 
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8,500.0000 12.37500% 

5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7,563.1000 5.63026% 

6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65,241.5720 5.43680% 

7 中国进出口银行 59,000.0000 4.91667% 

8 中国光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4.16667% 

9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 1.66667% 

10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 1.66667% 

11 四维高景卫星遥感有限公司 19,417.4000 1.61812% 

12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12,929.2929 1.07744% 

13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0.83333% 

14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 9,708.7000 0.80906% 

15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9,696.9697 0.80808% 

16 上海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888.8889 0.74074% 

1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 8,080.8081 0.67340% 

18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6,464.6465 0.53872% 

19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00 0.41667% 

20 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54.3000 0.40453% 

2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3,713.0000 0.30942% 

22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2,424.2424 0.20202% 

23 四川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616.1616 0.13468% 

24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1,000.0000 0.08333% 

合计 1,200,000.0000 100.00%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90290810825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80511019621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79126252727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99101670710430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36081365157204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2683821793300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5987003071128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199917426106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10357273840138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71342220629396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73221990142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73283094132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4286901717308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490760022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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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经营状况 

航天投资设立于2006年12月29日，成立至今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4、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 

航天投资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度 

总资产 2,762,922.25 

总负债 272,418.08 

所有者权益 2,490,504.16 

营业收入 71,501.68 

净利润 187,375.16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5、其他说明 

经查询，航天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国华基金 

1、基本信息 

名称：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南沙金融大厦11楼1101之一J75

（仅限办公用途）（JM）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3,5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 

国华基金已于2017年3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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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为SR7453，基金管理人为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于2017年1月17日完成登记，登记编号为P1061032。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华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国华军民融合产业

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为航天投资，国华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为航天科技集团，其合伙人情况

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比例 

1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5,000.00 0.426% 

2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00 14.205% 

3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00 14.205% 

4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00 14.205% 

5 
广东珠西航天产业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00.00 14.205% 

6 
嘉兴融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500,000.00 14.205% 

7 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00.00 14.205% 

8 
北京中核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00 2.841% 

9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00 2.841% 

10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00 2.841% 

11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0 1.420% 

12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0 1.420% 

13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0 1.420% 

14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0 0.852% 

15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00.00 0.710%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741804699161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4570392878930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9012933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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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520,000.00 100.00% 

3、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经营状况 

国华基金设立于2016年8月18日，成立至今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4、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 

国华基金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度 

总资产 2,193,327.43 

总负债 45.00 

归属于合伙人的净资产 2,193,282.43 

营业收入 255,338.86 

净利润 228,248.17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5、其他说明 

经查询，国华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国创基金 

1、基本信息 

名称：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顺义园临空二路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11,39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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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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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活动。） 

国创基金已于2020年3月6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为SJT180，基金管理人为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于2020年2月24日完成登记，登记编号为P1070706。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创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国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航天投资，国创基金的实际控

制人为航天科技集团，其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比例 

1 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30,000.00 0.2634% 

2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0.0

0 

26.3389% 

3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00.0

0 

26.3389% 

4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0.0

0 

26.3389% 

5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300,000.0

0 

11.4135% 

6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00 4.3898% 

7 北京顺义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00 4.3898% 

8 
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00 0.2634% 

9 中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0 0.2634% 

合计 11,390,000.

00 

100.00% 

3、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经营状况 

国创基金设立于2017年7月20日，成立至今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4、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 

国创基金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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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度 

总资产 2,620,357.29 

总负债 - 

归属于合伙人的净资产 2,620,357.29 

 

 

 

 

 

营业收入 321,837.39 

净利润 294,999.03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5、其他说明 

经查询，国创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股票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

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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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 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实施细则》

及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的规定，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由公司董事会根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以

竞价方式确定。 

航天投资、国华基金和国创基金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询价过

程，但接受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的价格认购。若本次发行未能

通过上述询价方式产生发行价格，则航天投资、国华基金和国创基金按本

次发行的发行底价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五、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 年 11月 6 日，公司分别与航天投资、国华基金和国创基金签订

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甲方：航天彩虹 

乙方：航天投资、国华基金、国创基金 

（二）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认购方式 

1、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

首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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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

股利 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实施细则》

及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的规定，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以竞价方式确定。 

乙方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询价过程，但接受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

者以相同的价格认购。若本次发行未能通过上述询价方式产生发行价格，

则乙方按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2、本次发行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最终询价确定

的发行价格计算得出，且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甲方总股本的 30%。

航天投资以人民币 5,000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国华基金以人

民币 35,000 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国创基金以人民币 10,000

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数量=认购金额/最终发行价格，对

认购股数量不足 1股的余数作舍去处理。 

双方确认，最终发行股票数量将在甲方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

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由甲方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的发行数量。若甲方在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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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导致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乙方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甲方股份

数量将作相应调整，认购数量按照乙方的认购金额除以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确定。 

（三）认购价款的缴纳 

在本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均满足后，甲方应尽快实施本次发行，

乙方同意将在收到甲方或甲方聘请的主承销商发出缴款通知后，按照缴款

通知的要求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认购价款划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

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甲方聘请的主承销商扣除相关费用后再划

入甲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票锁定期 

乙方本次认购的股票，在本次发行结束后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至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止，乙方就其所认购的本次发行

的 A股股票，由于甲方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

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成立。本协议为

附条件生效的协议，须在甲、乙双方签署且以下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生效： 

1、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分别审议批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事宜； 

2、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或国家出资企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

宜； 

3、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审查通过本次发行涉及的军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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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 

（六）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本协议任何一方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或

违反其声明、承诺、保证，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即

构成违约。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违

约方应在守约方向其送达要求纠正的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纠正其违约行

为；如该等期限届满后，违约方仍未纠正其违约行为，则守约方有权单方

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

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方案履行认购义务

的（包括但不限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获得发行核准后拒不履行本协

议项下之认购义务；或不按本协议约定如期参与认购；或认购的金额未达

到本协议所约定的金额等），则构成对于本协议的根本违约。 

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金额及时足额向甲方支付

认购资金的，每逾期 1 个工作日，应当以其认购资金总额的万分之一计算

违约金支付给甲方，但由于甲方的原因导致逾期付款的除外。如逾期超过

10 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为避免歧义，乙方累计承担

的违约金金额不超过乙方认购金额的 0.1%。 

如因受法律法规的限制，或因甲方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或因国家

有权部门未能批准/核准等原因，导致本次发行方案全部或部分不能实施，

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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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发展，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进一步增加，将给公司的银行授信评

级及银行信贷额度带来积极的影响，提高公司财务弹性；同时能够降低财

务费用，增强抗风险能力，降低短期偿债压力，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战

略需求。且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无人机的产品链、生

产能力、核心竞争力等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营业收入也将随之提高，盈利

能力也将得到提升。 

关联方航天投资、国华基金和国创基金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体现了公司实际控制人航天科技集团对公司发展主业的支持和信心，

有利于公司抓住发展契机，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该等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为 0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拟向包括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以及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能进一

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扩展公司发展空间，

提高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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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可公司本次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

将公司本次发行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发行的认购方中的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

展基金（有限合伙）以及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系公司实际控制

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本次向

前述主体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胡梅晓先生、王献雨先

生、胡锡云女士、赵立晨先生、黄国江先生已回避了与之相关议案的审议、

表决，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拟与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

合伙）以及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内容合法有效，有利于保证本次发行的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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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5、公司与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协议》； 

6、公司与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7、公司与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

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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