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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65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2021-045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一）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111,957,796 股 

发行价格：17.06 元/股 

（二）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41,031,652   699,999,983.12  6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11,723,329  199,999,992.74  6 

3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七号 
5,861,664   99,999,987.84  6 

4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聚鸣多策略 6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7,584,994  299,999,997.64  6 

5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聚鸣涌金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5,861,664  99,999,987.84  6 

6 李百春 5,861,664   99,999,987.84  6 

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61,664  99,999,987.84  6 

8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平

资管-招商银行-定增 36 号资管

产品 

586,172   10,000,094.32  6 

9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861,664  99,999,987.84  18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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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 
11,723,329   199,999,992.74  18 

合计 111,957,796 1,909,999,999.76 - 

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指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下同。 

（三）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6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

科工”）、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资本”）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认购的公司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通过本次非公

开发行认购的公司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

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概述 

本次发行由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重机”、“公司”）向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七号、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多策略 6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涌金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李百春、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平资管-招商银行-定增 36 号资管产

品、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共 10 名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 111,957,796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

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909,999,999.76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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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

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批准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及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

行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有关本次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 

2021 年 2 月 4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了有关本次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

表决。 

2021 年 3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与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业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签署<股份认购合同之终止协议>的议案》《关于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

的议案》及《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等与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1 年 4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相关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了有关本次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均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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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1 年 5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航重机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71 号）（批文签发日为 2021 年 4

月 25 日），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2、股票类型：A 股 

3、股票面值：1.00 元 

4、发行数量：111,957,796 股 

5、发行价格：17.06 元/股，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 14.50 元/股，相

当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18.12 元/股的 94.15%。 

6、募集资金总额：1,909,999,999.76 元 

7、发行费用：37,773,584.90 元（不含税） 

8、募集资金净额：1,872,226,414.86 元 

9、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以下合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9 日 15:00 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0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

全额汇入保荐机构指定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

部以现金支付。2021 年 6 月 9 日，招商证券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以后将募集资金余额

1,871,799,999.76 元划付至公司账户。 

2021 年 6 月 11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1]000317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截至 2021 年 6 月 9 日 15:00 时止，招商证

券指定的银行账户已收到认购资金总额人民 1,909,999,999.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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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1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1]000318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截至 2021 年 6 月 9 日止，公司已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111,957,79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09,999,999.76 元，扣除本次发

行费用人民币 37,773,584.90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72,226,414.86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111,957,796.00 元，新增资本公积人民币 1,760,268,618.86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颁布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认

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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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制度的要求，产品的风险等级

与发行对象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相匹配。 

2 名发行对象中航科工、中航资本为公司的关联方，其他 8 名发行对象不存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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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

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参与认购，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结构化产品

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为： 

“1、公司本次发行已获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授权和批准，并已取得航空

工业集团、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批复同意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符合《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

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3、公司本次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111,957,796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发

行对象总数为 10 名，不超过 35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41,031,652   699,999,983.12  6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11,723,329  199,999,992.74  6 

3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七号 
5,861,664   99,999,987.84  6 

4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

多策略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584,994  299,999,997.6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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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

涌金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861,664  99,999,987.84  6 

6 李百春 5,861,664   99,999,987.84  6 

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61,664  99,999,987.84  6 

8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平资管

-招商银行-定增 36 号资管产品 
586,172   10,000,094.32  6 

9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861,664  99,999,987.84  18 

10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1,723,329   199,999,992.74  18 

合计 111,957,796 1,909,999,999.76 -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6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中航科工、中航资本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公

司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认

购的公司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

次一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6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路 135 号 D 座 2 层（东升地区） 

法定代表人 龙红山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

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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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3,095,593.0854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南滨河路 1 号高新大厦 10 层 1007 室 

法定代表人 李汝革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对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以及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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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产业进行投资；投资咨询和投资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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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七号 

名称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资本 484,625 万元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 1627 号中信泰富大厦 12 楼 1210-1211 室 

法定代表人 刘益谦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作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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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多策略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邯郸路 173 号 4 号楼 5 层 5001-5006 单位 

法定代表人 刘晓龙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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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涌金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邯郸路 173 号 4 号楼 5 层 5001-5006 单位 

法定代表人 刘晓龙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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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百春 

姓名 李百春 

住所 杭州市萧山区****************** 

7、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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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764,638.5238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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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货公司

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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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活动。） 

8、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平资管-招商银行-定增 36 号资管产品 

名称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488 号 42-43 楼 

法定代表人 沙卫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

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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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8,919,974,627 元整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111 号新吉财富大厦 23 层 

法定代表人 姚江涛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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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771,133.2242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26 号院 27 号楼 2 层 

法定代表人 王学军 

经营范围 

直升机、支线飞机、教练机、通用飞机、飞机零部件、航空电子产品、其它

航空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汽车、汽车发动机、变速器、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汽车（不含小轿车）的销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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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机械电子设备的租赁；医药包装机械、纺织机械、食品加工机械及其

它机械及电子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上述产品的安装调试、维修

及其他售后服务；实业项目的投资及经营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业务。（市

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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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除中航科工、中航资本外，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不存在“上市公司和主承销

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的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参与认购，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也不存在“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他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

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严格按照关联交易相

关规定履行了审议决策披露程序，详见公司相关公告文件。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18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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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229,369,200  24.41% 

2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4,538,800  6.87% 

3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8,616,647  6.24% 

4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31,271,969  3.33%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857,737  2.54% 

6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17,584,994  1.87%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14,667,012  1.56% 

8 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13,596,331  1.45%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军工安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36,412  1.11% 

10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66,005  1.07% 

合计 476,552,208 50.4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229,369,200  21.81% 

2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4,538,800 6.14% 

3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4,478,311  6.13% 

4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42,995,298  4.09% 

5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41,031,652  3.90%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160,729  2.20% 

7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17,584,994  1.67% 

8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多策略 6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7,584,994  1.67%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14,667,012  1.39% 

10 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13,596,331  1.29% 

合计 529,007,321 50.29%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贵航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6.87%的股份，通过金江公司、盖克公司分

别间接持有公司 24.41%、1.45%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32.72%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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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空工业集团通过中航资本、航空工业通飞、贵航集团间接持有公司 40.83%的股

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为 111,957,796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为 1,051,638,636 股，贵航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307,504,331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为 29.2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航空工业集团通过中航资本、航空工业通

飞、贵航集团、中航科工持有中航重机 38.16%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新增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82,278,641  8.76% 111,957,796 194,236,437  18.4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57,402,199  91.24% - 857,402,199  81.53% 

三、股份总数 939,680,840 100.00% 111,957,796 1,051,638,636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共获得募集资金净额为 1,872,226,414.86 元。公司

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

状况，降低财务风险，优化资本结构。此外，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

市场及盈利前景，项目实施后将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改善公司

的财务状况。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实施航空精密模锻产业转型升级项目、特种材

料等温锻造生产线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建成并达产后，公司生产能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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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提升，产品结构和产业链更加完整，有助于公司把握产业发展机遇，显著提升公

司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并加强公司的行业地位，对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完善的公司

治理结构。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

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资产完整，人员、机构、财务、

业务的独立，公司仍拥有独立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系统，公司将继续加

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股东基础的扩大和股东结构的改善，有利于公

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四）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高管人员结构亦不会因本次发

行发生变化。若公司未来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霍达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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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755-82853117 

传真 0755-82943121 

保荐代表人 刘昭、罗爽 

项目协办人 王佳赓 

（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丛中 

联系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国际金融大

厦 A 栋 41 层 

联系电话 010-64818495 

传真 010-64818501 

保荐代表人 毛军、陈静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颜羽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8 

联系电话 010-66413377 

传真 010-66412855 

经办律师 黄国宝、郭光文 

（四）审计机构 

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杨雄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联系电话 010-58350011 

传真 010-58350006 

签字会计师 江山、王晓明 

（五）验资机构 

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杨雄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联系电话 010-58350011 

传真 010-583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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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会计师 江山、王晓明 

七、备查文件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出具的相关验资报告；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

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3、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报告； 

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