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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93        股票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2020-065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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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60,412,7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3%。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年 9月 2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的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核准情况 

2017 年 8月 1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核准中国航发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79 号），核准中国航

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2,695,431股新股。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登记情况 

2017 年 9月，公司向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发）、

陕西航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航集团）、贵州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江投资公

司）、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工商投资集团）、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盛京金控）、湖南国企改革发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改基金）、

北京东富新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富新投）、中航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基金）、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金证）9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了共计 301,125,700 股股票，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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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方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中国航发 140,712,945 60 

2 陕航集团 37,523,452 36 

3 乌江投资公司 31,269,543 36 

4 贵阳工商投资集团 31,269,543 36 

5 盛京金控 18,761,726 36 

6 国改基金 15,634,771 36 

7 东富新投 9,380,863 36 

8 中航基金 9,380,863 36 

9 中车金证 7,191,994 36 

合计 301,125,700 — 

2017 年 9月 27日，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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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发布的《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

动公告》（公告编号：2017-69）。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的认购对象中，中国航发认购的股票限售

期为 60 个月，其余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涉及陕航集团、乌江

投资公司、贵阳工商投资集团、盛京金控、国改基金、东富新投、中航基金、中

车金证，上述股东持有限售股共计 160,412,7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3%，锁

定期自发行股份完成股份登记之日（2017 年 9 月 27 日）起 36 个月，现锁定期

即将届满，将于 2020 年 9月 2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股本

数量未发生变化，不存在相应限售股的同比例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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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时适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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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的股票发行方

案，该次发行对象陕航集团、乌江投资公司、贵阳工商投资集团、盛京金控、国

改基金、东富新投、中航基金、中车金证认购获得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持有人已严格执行上述限售安排，无其他上市

特别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

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

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航发动力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

通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60,412,755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年 9月 28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陕航集团 37,523,452 1.67% 37,523,452 0 

2  乌江投资公司 31,269,543 1.39% 31,269,543 0 

3  贵阳工商投资集团 31,269,543 1.39% 31,269,543 0 

4  盛京金控 18,761,726 0.83% 18,761,726 0 

5  国改基金 15,634,771 0.69% 15,634,771 0 

6  东富新投 9,380,863 0.42% 9,380,8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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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7  中航基金 9,380,863 0.42% 9,380,863 0 

8  中车金证 7,191,994 0.32% 7,191,994 0 

合计 160,412,755 7.13% 160,412,755 0 

注：乌江投资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2019 年 2 月 22 日分别将所持公

司 31,269,543 股限售股份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质押期限至 2022 年 9

月 15日。贵阳工商投资集团于 2017年 11 月 22日将所持公司 7,820,000 股限售

股份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质押期限至 2022年 9月 21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66,729,203 -126,016,258 140,712,945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5,388,697 -34,396,497 992,2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02,117,900 -160,412,755 141,705,145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1,947,726,550 160,412,755 2,108,139,30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947,726,550 160,412,755 2,108,139,305 

股份总额 2,249,844,450 0 2,249,844,450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月 23日 


	OLE_LINK123
	OLE_LINK124
	OLE_LINK125
	OLE_LINK126
	OLE_LINK127
	OLE_LINK128
	OLE_LINK72
	OLE_LINK73
	OLE_LINK74
	OLE_LINK75
	OLE_LINK24
	OLE_LINK25
	OLE_LINK150
	OLE_LINK151
	OLE_LINK131
	OLE_LINK132
	OLE_LINK133
	OLE_LINK3
	OLE_LINK134
	OLE_LINK135
	OLE_LINK4
	OLE_LINK5
	OLE_LINK136
	OLE_LINK137
	OLE_LINK138
	OLE_LINK139
	OLE_LINK140
	OLE_LINK141
	OLE_LINK142
	OLE_LINK143
	OLE_LINK144
	OLE_LINK145
	OLE_LINK146
	OLE_LINK147
	OLE_LINK28
	OLE_LINK29
	OLE_LINK95
	OLE_LINK96
	OLE_LINK152
	OLE_LINK153
	OLE_LINK70
	OLE_LINK71
	OLE_LINK80
	OLE_LINK64
	OLE_LINK65
	OLE_LINK66
	OLE_LINK67
	OLE_LINK148
	OLE_LINK149
	OLE_LINK61
	OLE_LINK62
	OLE_LINK89
	OLE_LINK90
	OLE_LINK97
	OLE_LINK98
	OLE_LINK83
	OLE_LINK84
	OLE_LINK78
	OLE_LINK79
	OLE_LINK85
	OLE_LINK86
	OLE_LINK1
	OLE_LINK87
	OLE_LINK88
	OLE_LINK93
	OLE_LINK94
	OLE_LINK103
	OLE_LINK104
	OLE_LINK106
	OLE_LINK107
	OLE_LINK100
	OLE_LINK101
	OLE_LINK108
	OLE_LINK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