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作为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航装备”、“上
市公司”或“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江航装备上市后的持续督
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半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
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
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
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订《保荐
协议》，该协议已明确双方在持
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
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
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在持续督
导期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
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
规情况。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
督导措施等。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在持续督
导期间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
承诺等事项。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
或不定期回访等方式，了解公
司经营情况，对公司开展持续
督导工作。

5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
做出的各项承诺

2022 年上半年，保荐机构督导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
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
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范等。

保荐机构已督导公司进一步完
善公司的治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
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和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进一步完善
公司的内控制度并规范运行。

9

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的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
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进一步完善
信息披露制度并严格执行，审
阅其信息披露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
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
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文
件进行事前或事后的及时审
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成内部控
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述事项
的情况。

12

持续关注上述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
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告，及时针对市
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

2022 年上半年，经保荐机构核
查，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
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14

发行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
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
涉嫌违法《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及相关主
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
体未发生前述情况。
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
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
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16

上述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知道
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需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
要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
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
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需
要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升级替代风险
公司所生产的航空氧气系统、机载油箱惰性化防护系统、飞机副油箱等航空
产品配套供应国内有装备需求的所有在研、在役军机，随着军机的更新换代，公
司的技术和产品面临同步升级的要求。虽然目前公司掌握的核心技术具有领先性，

但如果公司在技术升级替代的过程中未能及时满足客户的需求，或行业内出现其
他重大技术突破，则会对公司发展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2、公司研发投入的风险
公司产品的最终客户主要为军方，产品需适应复杂多样的军事战斗环境，客
户对产品安全性、可靠性、保密性的要求较高，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以进行相应
技术储备。由于相应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如
公司前期研发投入无法实现相应效益，将对公司未来业绩持续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3、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关键核心竞争力在于产品的研发、试验能力和制造工艺技术。能否持续
保持高素质的技术团队、研发并制造具有行业竞争力的产品，对于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公司十分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并实施了员工持股以增
强核心团队的稳定性，保证各项研发工作的有效组织和成功实施。但未来仍可能
会面临行业竞争所带来的核心技术及人员流失风险。
（二）经营风险
1、经营业绩波动及下滑的风险
公司未来盈利的实现受到宏观经济、市场环境、产业政策、行业竞争情况、
管理层经营决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未来如出现军
费削减、军方采购政策变化、新竞争者进入、公司研发能力无法满足下游客户需
求等情况，将使得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等经营业绩面临下滑的风险。
2、军审定价时间不确定性的风险
军品行业产品通过设计定型到最终审价所需时间较长，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受审价进度不确定性影响，尚未军审定价机型存在未来年度集中确认价差或已军
审定价产品未来如军方重新调整价格，亦将对公司盈利构成影响。

3、客户集中度风险
公司的主要客户集中度较高，如果公司无法保证在主要客户中持续保持优势，
并以现有供应量持续供应产品，则公司的经营业绩将有可能受到较大影响。同时，
如果部分客户采购需求或支付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对公司经营构成不利影响。
4、产品质量风险
公司的主要产品具有型号多、技术范围广、技术复杂程度高、技术管理难度
大等特点。公司产品的最终客户主要为军方，其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极高。一方面，
公司按国家军用标准建立了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了认证；另一方面，
公司的军品生产完成后，由军事代表进行质量检验，确认合格后才能交付客户。
公司自设立以来未出现重大质量纠纷，如果公司产品出现重大质量问题，将对公
司的业绩和品牌造成不利影响。
5、主要原材料采购风险
公司外购成品件及半成品件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较高，原材料的供应和
价格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生产成本和盈利水平。虽然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
稳定的合作关系，相关原料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相对稳定，但如果主要供应商生
产经营突发重大变化，或供货质量、时限未能满足公司要求，或与公司业务关系
发生变化，将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6、产业链整体能力风险
随着客户订单增加，按期保质保量的交付和产业链整体能力的提升成为公司
面临的新课题，若不能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不仅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净
利润等，同时也可能影响公司客户满意度，对后续订单获取产生不利影响。
（三）行业风险
军工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司的采购、生产、销售等日常经营活动均受到军
工产业总体安排的影响，需要将完成军工生产任务、确保军工产品供应作为企业
生产经营的核心目标之一，而且销售模式、定价方式也需要服从于军工行业的相
关规定，存在日常经营活动受军工产业总体安排影响的风险。

（四）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军品收入，军工作为特殊的经济领域，主要受
国际环境、国家安全形势、地缘政治、国防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若未来国
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导致国家削减国防支出，使得军方和主机厂对公司产品的
需求数量产生波动。若未来军品订单减少，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
（1-6 月）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586,323,124.48

482,169,215.67

2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399,764.84

128,169,027.35

1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613,215.45

112,768,945.09

12.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718,284.67

229,246,169.44

-182.32

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1,719,254.01

2,084,324,022.45

3.71

总资产

3,420,742,205.93

3,485,059,421.19

-1.85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1-6 月）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2

15.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2

15.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31

0.28

1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4

6.49

增加 0.4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5.96

5.71

增加 0.25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9.62

8.87

增加 0.75
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公司 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58,632.3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60%，
主要由于公司积极开拓市场，挖掘潜在客户，收入规模扩大。主要是航空产品实
现收入 40,263.60 万元，占营业收入 68.67%，同比增长 35.72%。制冷产品实现
收入 13,160.37 万元，占营业收入 22.45%，同比增长 4.81%。
公司 2022 年 1-6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39.98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15.00%，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规模扩大使得毛利较上年同
期增加，政府补助、理财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且本期计提的减值损失较上年同
期减少。
公司 2022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871.83 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 182.32%，现金流入减少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预收货款较上年同期大
幅下降。现金流出主要是公司支付的采购款，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9.24%。
公司 2022 年 6 月末总资产 342,074.22 万元，较期初减少 1.85%，主要原
因是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171.93 万元，
较期初增长 3.71%，主要原因是净利润较期初增加所致。
公司 2022 年 1-6 月每股收益 0.3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63%，主要系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综上，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变动具备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领先的细分市场地位
公司航空产品配套供应国内有装备需求的所有在研、在役军机以及部分民机；
军用特种制冷设备已实现空军、陆军、海军、火箭军等全军种覆盖，并通过军用

技术成果转化发展民用特种制冷设备。发展至今，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航空氧
气系统研发制造基地，已形成系列产品系统配套，配装国内所有军机。公司是国
内唯一的机载油箱惰性化防护系统专业化研发制造基地，亦是国内最大的飞机副
油箱及国内领先的特种制冷设备研发制造商。
（二）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及领先的技术优势
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安徽省创新型企业以及
安徽省产学研联合示范企业、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理事单位、安徽省航空学会
副理事长单位。为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建立了完善
的研发创新机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航空产品及特种制冷设备的专业研发体系。
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公司与中科院等离子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等多所高校、研究所展开了紧密的技术开发合作，不断引进、消化、吸收新
技术和新成果，为公司整体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为更好完成公
司科研生产任务，有效激励研发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公司实施重
要科研项目风险奖励与约束机制，引导和激励核心骨干人才投身价值创造，强化
风险和紧迫意识，新政策实施后取得了良好效果。
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公司已掌握多项达到国际领先、国际先进
或国内领先水平的核心技术，其中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氧气调节技术及国际先进
水平的机载分子筛制氧技术打破了国外长期以来的技术封锁，使得我国成为继美
国、英国、法国之后第四个掌握该等技术的国家，填补了国内空白。同时，公司
自主研发的机载空气分离制氮技术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采用该技术的机载油箱
惰性化防护系统亦填补了国内军用飞机领域的空白。公司健全了氧气系统、惰化
子系统、副油箱三大核心专业研发能力设计体系，构建了三维数字化协同设计平
台，具备了分系统设计仿真能力，提升了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初步形成了体
系化、信息化、自主化研发能力体系。突破了机载分子筛制氧浓度调节、多床分
子筛制氧控制、制氧健康管理与预测技术、肺式呼吸闭环控制技术、氧气系统模
块化电控设计技术等关键技术。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拥有专利数 613 项（含
10 项软件著作权），先后主编或参编已发布标准项目 71 项，获得国家、省部级
及地市级等科技成果奖共 64 项。

（三）优质客户和供应商资源优势
作为保军单位，公司长期服务于国防军工领域，现有客户覆盖航空工业集团、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主要军工集团下属单位，各军种
部队与修理厂以及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供应商亦包含了航空工业集团、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军工集团下属单位以
及中国科学院等优质供应商，并与之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公司拥有的优质客户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司技术与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与客户认可度，而优质的供应商有利地保障了公司产品质量的稳定与可靠。长
期稳定合作的供销渠道对公司的技术创新、市场占有率、品牌影响力和盈利水平
等具有重大影响，为公司后续业务的持续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
公司始终以质量控制为核心开展产品的设计与生产工作，以切实做好产品质
量管控，确保产品质量的优质、稳定。公司内部制定了一系列质量控制制度文件，
有效地保障了公司产品质量的长期稳定提升。公司建立了符合行业规范的全面质
量管理体系，目前已通过 GB/T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GJB9001C-2017 质
量管理体系、AS9100D 质量管理体系等体系的认证。已通过 GJB5000A 认证，
具备二级军用软件研制能力。同时通过 NADCAP 表面处理认证（铝及铝合金铬
酸阳极氧化过程的认证）。通过标准化操作，规范业务处理流程，保证每项业务
和制造流程的每个环节均处于可控状态，产品品质和可靠性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
可。
综上所述，2022 年上半年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投入情况
为了保证公司产品符合行业发展趋势，贴近客户实际需求，维持公司的市场
竞争优势，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本报告期内，公司研制任务增多，研发投入
增长较多，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研发投入 5,641.48 万元（含国拨研发投入），
较同期增长 31.86%；研发投入占收入比例达到 9.62%，较同期增长了 0.75 个
百分点。
（二）核心技术及其先进性以及报告期内的变化情况
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安徽省创新型企业及安
徽省产学研联合示范企业、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理事单位、安徽省航空学会副
理事长单位。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国防科
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等国家级以及军队、省部级、地市级、航空工业集团单位等科
技奖项共计 64 项。
报告期内，公司主编发布了 1 项航空行业标准，具体见下表。截至目前，公
司先后主编或参编已发布标准项目共 71 项，其中国家标准 21 项、国家军用标
准 3 项、行业标准 47 项。
序
号

发布文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排
名

发布日
期

实施日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告（2022 年
第 10 号）

民用飞机机
载医疗供氧
设备规范

HB 86592022

1

2022 年
4月8日

2022 年
10 月 1
日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的主要核心技术有 20 项，该等技术均运
用于公司的主要产品，并在产品应用过程中不断升级和改进。
（三）报告期内获得的研发成果
本报告期内，公司共申报专利 40 项，获授权专利 27 项，累计取得已授权
专利 613 项（含 10 项软件著作权）。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7 月 6 日下发《关于同意合肥江航飞机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344 号），
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10,093.61 万股，每股面值为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27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 103,661.39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9,568.06 万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4,093.34 万元。截至 2020 年 7 月 28 日，
上述募集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完成，募集资金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20）020027 号《验资报告》
。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开户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50,198,287.77 元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其中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合计人
民币 325,961,454.90 元，2022 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资金 24,236,832.87 元，募集
资 金 未 到 期 现 金 管 理 金 额 552,647,975.44 元 ， 尚 未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余 额
57,836,452.44 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交通银行合肥北京
路支行
招商银行合肥政务
区支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341335000013000658543

活期存款

551903304910618

活期、协定存款

余额（元）
892,836.82
13,593,804.58

开户行

银行账号

浦发银行合肥新站
区支行
浦发银行合肥新站
区支行
交通银行合肥北京
路支行

账户类型

余额（元）

58040078801100000828

活期、协定存款

34,540,250.65

58040078801000000829

活期、协定存款

4,840,876.03

341335000013000658142

活期存款

3,968,684.36

合计

57,836,452.44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
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
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任职

中航机载系统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直接持股
数量

间接持股
数量

合计持股
数量

合计持股
占比

16,560.84

-

16,560.84

41.02%

实际控制人

-

22,679.57

22.679.57

56.18%

宋祖铭

董事长

-

47.73

47.73

0.12%

邓长权

董事、总经理

-

47.72

47.72

0.12%

胡海

董事

-

-

-

-

孙习彦

董事

-

见下文

见下文

见下文

昝琼

董事

-

-

-

-

蒋耘生

董事

-

-

-

-

樊高定

独立董事

-

-

-

-

卢贤榕

独立董事

-

-

-

-

王秀芬

独立董事

-

-

-

-

王伟

监事会主席

-

-

-

-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
数量

任职

间接持股
数量

合计持股
数量

合计持股
占比

胡忠俊

监事

-

-

-

-

顾平

职工监事

-

-

-

-

蒋海滨

副总经理

-

25.21

25.21

0.06%

刘文彪

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核心技
术人员

-

25.21

25.21

0.06%

孙军

副总经理,总会
计师

-

23.86

23.86

0.06%

沈宏

副总经理

-

-

-

-

王永骞

董事会秘书

-

25.21

25.21

0.06%

李春睦

副总工程师、
核心技术人员

-

14.59

14.59

0.04%

尉卫东

副总工程师、
核心技术人员

-

14.58

14.58

0.04%

赵宏韬

核心技术人员

-

18.58

18.58

0.05%

王伟

核心技术人员

-

14.59

14.59

0.04%

方玲

核心技术人员

-

7.96

7.96

0.02%

除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以外，公司董事孙习彦对
公司的间接持股情况如下图所示：
孙习彦
14.2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润格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00%
20.00%
北京浩蓝行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8%，GP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浩蓝鹰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61%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