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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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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股票和价格 

1、发行数量：17,648,348 股 

2、发行价格：人民币 39.67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00,109,965.16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89,362,636.93 元 

 预计上市时间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宏图”或“公司”或

“发行人”）本次发行新增 17,648,348 股股份已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

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的有关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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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7,648,348 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王宇翔、张燕夫

妇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

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监管部门审核注册批复过程 

1、董事会审议过程 

2020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 年-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关

于公司拟购买房产的议案》、《关于公司委托第三方建设卫星星座并提供测控、运

营等服务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

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过程 

2020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 年-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关

于公司拟购买房产的议案》、《关于公司委托第三方建设卫星星座并提供测控、运

营等服务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议案，并同意授权公司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1 年 3 月 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下发《关于航天宏

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1 年 4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同意航天宏图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49 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17,648,348 股，即不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3、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即 2021 年 7 月 7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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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80%，即不低于 32.67 元/股。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

行见证。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

《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

确定本次的发行价格为 39.67 元/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21.43%。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700,109,965.16 元，未超过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

70,011 万元，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0,747,328.23 元，公司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89,362,636.93 元。 

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1 年 7 月 14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致同验字（2021）第 110C000500 号）：“截至 2021 年 7 月 14 日止，国信证券

收到特定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共计柒亿零壹拾万玖仟玖佰陆拾伍元壹角陆分

（人民币 700,109,965.16 元）。” 

2021 年 7 月 15 日，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主承销商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

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21 年 7 月 15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致同验字（2021）第 110C000501 号）：“截至 2021 年 7 月 15 日止，已向特定

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7,648,348 股，应募集资金总额 700,109,965.16 元，

减除发行费用 10,747,328.23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89,362,636.93 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89,362,636.93 元，其中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7,648,348.00元，余额人民币 671,714,288.93元转入资本公积。”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7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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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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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注册办法》、《实施办法》、《实施细则》及《承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符合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49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

决策程序的要求。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行方案》，

并于 2021 年 7 月 6 日报送上交所备案，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照《发行方案》中

相关约定执行。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办法》、《实施办法》、《实施细则》及《承销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向上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 

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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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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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

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

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所规定的范围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并发表了意见，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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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进行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相关会议决议以及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发行方案

文件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表、股份

认购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中金期货有限公司 3,781,194 149,999,965.98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98,916 114,999,997.72 

3 蒋海东 2,520,796 99,999,977.32 

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62,893 61,999,965.31 

5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60,398 49,999,988.66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33,526 40,999,976.42 

7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82,278 34,999,968.26 

8 北京恒昌弘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31,862 32,999,965.54 

9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6,238 29,999,961.46 

10 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56,238 29,999,961.46 

11 朱玉妹 756,238 29,999,961.46 

12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07,771 24,110,275.57 

合计 17,648,348 700,109,965.16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中金期货有限公司 

名称 中金期货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隋友 

注册资本 35,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00007574087372 

注册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 21 号蓝宝石大酒店 1811 号和 1813

号 

经营范围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资产管理业务。 

中金期货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3,781,194 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 6 个月。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2,898,916 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3、蒋海东 

姓名 蒋海东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205821986******** 

国籍 中国 

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 

投资者类型 个人投资者 

蒋海东本次获配数量为 2,520,796 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

月。 

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注册资本 1,013,725.8757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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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1,562,893 股，股份限售期为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5、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磊 

注册资本 74,435.9294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000164123533M 

注册地址 淄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裕民路 129 号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磨料磨具、涂附磨具、卫生洁具、工业用

纸、硅碳棒、耐火材料及制品的生产、销售；建筑材料、钢材、五金交

电、百货、机电产品的销售；机电产品安装、维修（不含电梯）；矿山及

化工机械制造、销售；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1,260,398 股，股份限售期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6、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1,033,526 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7、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刘强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109MA1G53X258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218 弄 1 号 2 楼 215 室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882,278 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8、北京恒昌弘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北京恒昌弘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珏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107093080555W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 6 号 19 层 3 座 1901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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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恒昌弘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831,862 股，股份限售期为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9、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秦维舟 

注册资本 15,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3007576004033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3 号兴业银行大厦 19 层 1901-1908 室 20 层

2001-2008 室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756,238 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 6 个月。 

10、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注册资本 20 亿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000057678269E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 138 号 6 楼 602 室 D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 

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 756,238 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11、朱玉姝 

姓名 朱玉姝 

性别 女 

身份证号码 3401231981******** 

国籍 中国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 

投资者类型 个人投资者 

朱玉妹本次获配数量为 756,238 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12、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上海常春藤财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400MA55P7C299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7 栋 201 室-834 号（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获配数量为 607,771 股，

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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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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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参与认购的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

重大交易情况。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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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燕 34,749,303 20.89% 

2 北京航星盈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5,000,000 15.03% 

3 深圳市启赋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1,052,755 6.65% 

4 北京航天科工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

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551,430 3.94% 

5 王宇翔 5,394,915 3.24% 

6 深圳市架桥富凯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3,746,354 2.25% 

7 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3,319,666 2.00% 

8 王泽胜   2,990,692 1.80% 

9 上海戎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融御弘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00,000 1.44%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

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239,777 1.35% 

合计 97,444,892 58.59%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情况为基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张燕   34,749,303 18.89% 

2 北京航星盈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5,000,000 13.59% 

3 深圳市启赋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1,052,755 6.01% 

4 北京航天科工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

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551,430 3.56% 

5 王宇翔 5,394,915 2.93% 

6 中金期货有限公司 3,781,194 2.06% 

7 深圳市架桥富凯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3,746,354 2.04% 

8 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3,319,666 1.80% 

9 王泽胜 2,990,692 1.63% 

10 蒋海东 2,520,796 1.37% 

合计 99,107,105 53.87%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7,648,348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王宇翔、张燕夫妇仍为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A股 67,544,218 40.61% 17,648,348 85,192,566 46.31% 

无限售条件A股 98,774,715 59.39% - 98,774,715 53.69% 

股份总数 166,318,933 100.00% 17,648,348 183,967,281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王宇翔、张燕夫妇及一致行动人北京航星盈创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 65,144,218 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39.17%。本

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7,648,348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王宇翔、张燕夫妇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

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密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用于

投资分布式干涉 SAR 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系统项目、北京创新研发中心项目、补

充流动资金项目。本次公司通过募集项目建设，公司业务链向全球测绘、防灾减

灾等多个应用领域深化发展，丰富了公司产品线，并通过商业卫星数据获取能力

建设，可实现在卫星应用领域的纵向发展，进一步完善卫星应用产业链布局，从

而提高公司产品和应用服务的丰富度，有利于公司保持领先的行业地位，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能够加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及科研能力，提升公

司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竞争力，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拓展现有市场，提

高通导遥领域市场占有率。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

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



 

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

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

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

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

准和披露程序。 

六、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项目保荐代表人：杨涛、周梦 

电话：010-88005267 

电子邮箱：yangtl@guosen.com.cn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李云波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89 号金宝大厦 11 层 

经办律师：文新祥、姜圣扬 

电话：010-66523608 

传真：010-66523399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惠琦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 5 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孙宁、路静茹 

联系电话：010-85665438 

联系传真：010-85665020 

 

特此公告。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