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航亚科技 股票代码：６８８５１０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亚科技”、“发行人”、“公司”或“本公
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
“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
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
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科创板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

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
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科创板与创业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 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

创板或创业板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５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
制为２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的新股上市首日涨幅
限制４４％，上市首日跌幅限制３６％，次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为１０％。 科创板与创业
板进一步放宽了对股票上市初期的涨跌幅限制，提高了交易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或１２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份

锁定期为２４个月，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获配股份锁定期为１２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 本次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为２５８，３８２，６０８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量为４９，４４４，５２９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１９．１４％，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 公司所属行业为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３７）。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
（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３９．３４倍。 公
司本次发行市盈率为５３．３５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未来可能存在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融资融券风险
科创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

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
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 市场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
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
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
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
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
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科创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并认

真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章节的全部内容。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
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外销收入占比较高，受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度外销收入预计下降５０％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９，７２９．３２万元、１５，９８０．２９万元、２５，６５７．２０万

元及１５，４１９．５２万元，增长幅度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４，５３９．９８万元、
９，７１９．２４万元、１４，９９５．７８万元及５，５７２．０２万元， 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４６．６６％、６０．８２％、５８．４５％及３６．１４％，占比较大，主要销售区域包括欧洲、北美等。

全球经济放缓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因素等可能对全
球范围内的下游航空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占比较高的外销收入。 受
疫情影响，主要国际客户业绩出现下滑，根据ＭａｒｋｅｔＷａｔｃｈ、ＦｌｉｇｈｔＧｌｏｂａｌ披露，赛峰预
计全年利润同比下滑１ ／ ３、ＧＥ航空二季度利润也同比下降约５０％。 受此影响， 公司
２０２０年全年外销收入预计下降５０％左右。

近年来，我国与美国等相关国家出现了一定贸易摩擦，虽然尚未发生因出口地
区政策、贸易摩擦等影响公司产品销售的情况，但如果未来贸易摩擦加剧，或国际
贸易政策、国际关系发生不利变化，也可能会对公司产品销售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二）境外采购的风险
公司在民用航空领域的下游客户包括赛峰、ＧＥ航空等国际主流航空发动机公

司。 基于航空产业链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和把控非常高，部分下游客户（主要为
赛峰、ＧＥ航空）对供应商具有“穿透管理”的要求，即对公司提供的棒材原材料供应
商也有合格供应商名录。 对于该部分客户，公司采购的棒材需要在其合格供应商名
录进行选择，例如维斯伯、ＡＴＩ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ＡＴＡ、ＴＩＭＥＴ等，名录中暂时没有中国棒材
供应商，因此棒材进口金额较大，２０１９年进口的棒材金额为２，９８８．３２万元，进口占同
类比为６４．７６％。 同时基于公司生产效率、工艺选择等因素，公司也有部分刀具、模具
等原辅材料通过境外供应商采购，相关刀具及模具国内也有配套供应商，但公司部
分产品如使用相关国产替代原辅材料可能会致使生产效率降低。 ２０１９年度，公司从
国外进口的原材料按来源地区分类的比例为俄罗斯５７．１７％、 美国１６．２３％、 瑞典
９．６２％、德国５．３７％。 由于境外供应商的采购周期通常较长，如国际贸易政策（如中美
贸易政策）、国际关系等发生不利变化或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情况，可能会对
公司原材料采购产生一定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三）公司对“转包”业务模式存在一定依赖的风险
航空“转包”（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生产是全球航空飞机及发动机制造商普遍采用的一种

基于“主制造商－供应商”的供应链合作模式。 按照国际航空发展规律，航空飞机及
发动机产品的输出方（如波音、ＧＥ等）至少得向输入市场转包生产不低于２０％的零
部件转包生产份额，即“补偿贸易额度”。

在全球“转包”生产形式下，飞机及发动机制造商主要负责总体设计和细节设
计，承担主要结构件和系统间设计和制造工作，并负责最后的总装。 供应商根据主
制造商需要参与具体各个部件的生产制造中。

根据全球民用航空飞机总体转包市场规模的有限公开信息， 推算出全球目前
航空发动机零部件总体转包业务的市场规模约为１００亿美元左右， 我国在民用航空
发动机零部件总体转包业务中市场份额占比不到１０％，整体市场规模有限，其中航
空涡扇发动机之压气机叶片产品的转包规模更小。

报告期内 ， 公司国际转包业务收入分别为４，５３９．９８万元 、９，７１９．２４万元 、１４，
９９５．７８万元及５，５７２．０２万元， 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４６．６６％、６０．８２％、
５８．４５％及３６．１４％，“转包”业务模式下的收入占比相对较高，公司对国际转包业务存
在一定的依赖性。 同时，公司在我国民用发动机零部件的转包业务中还面临来自航
发动力、航发科技等公司的竞争。 如果因国与国之间政治及贸易等因素制约而使得
转包市场规模增长缓慢或出现下降、及如果未来国内转包市场竞争加剧，都将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客户集中风险
公司目前的营业收入中，航空相关业务的占比约为８６％，医疗相关业务的占比

约为１４％。
报告期内，公司向航空业务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分别为８，５７１．０７万元、１４，３６４．７２

万元 、２２，３３２．４１万元及１３，０４２．９０万元 ， 占当期该类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９８．００％、
９８．８１％、９８．２５％及９８．６９％。 公司向医疗业务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分别为８１４．５２万元、
１，２８７．４９万元、２，５５２．５８万元及１，８０６．８０万元， 占当期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８２．８２％、
８９．２６％、８７．１８％及８２．０１％。 两大业务领域集中度均较高。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
航发集团下属科研院所工厂销售额较大，报告期各期销售收入分别为３，８２５．９７万元、
４，１７０．６２万元 、６，７２９．４０万元及７，３３６．９８万元 ， 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３９．３２％、２６．１０％、２６．２３％及４７．５８％，未来关联销售比例可能上升。 如果公司与主要客
户合作关系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主要客户或终端飞机制造商因自身经营状况恶化
或受国家政策、宏观经济、国际贸易政策等外部因素影响而出现需求大幅下降，或
下游医疗器械厂商对公司的采购需求出现下降，公司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

（五）波音Ｂ７３７ＭＡＸ系列飞机停飞的风险
由于波音Ｂ７３７ＭＡＸ飞机连续发生两次坠毁事故，自２０１９年３月开始，世界主要

国家或地区陆续停飞了波音Ｂ７３７ＭＡＸ飞机。 下游终端产品的停飞事件逐渐传导至
上游的发动机制造等领域，公司生产的部分压气机叶片装机于ＬＥＡＰ－１Ｂ发动机，而
该发动机搭载于波音Ｂ７３７ＭＡＸ飞机。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波音Ｂ７３７ＭＡＸ飞机停飞并叠加
新冠疫情影响，公司ＬＥＡＰ－１Ｂ发动机相关叶片销售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虽然公司
同时供应空客Ａ３２０ＮＥＯ和波音Ｂ７３７ＭＡＸ飞机所需的两款发动机 ＬＥＡＰ－１Ａ和
ＬＥＡＰ－１Ｂ的压气机叶片， 波音、 空客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使得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
ＬＥＡＰ－１Ａ发动机相关叶片的销售量出现较大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ＬＥＡＰ－１Ｂ
发动机相关叶片的销售下降而产生的不利影响， 但是如果波音Ｂ７３７ＭＡＸ系列飞机
长期停飞， 且ＬＥＡＰ－１Ａ发动机相关叶片的销售增长无法抵消ＬＥＡＰ－１Ｂ发动机相关
叶片销售的下降， 则可能会对公司发动机零部件外销业务的拓展和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无锡航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７６７号），同意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

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

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０］４０６号”批准。 本

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为“航亚科技”，证券
代码为“６８８５１０”；其中４９，４４４，５２９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三）股票简称：航亚科技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５１０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２５，８３８．２６０８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６，４６０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４９，４４４，５２９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２０８，９３８，０７９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１，２９２万股，其中华泰

航亚科技家园１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员工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数量为６４６万股，光大富尊
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获配股票数量为３２３万
股，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华泰创新与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为华泰证券同一控
制下相关子公司）获配股票数量为３２３万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项目 序号 发行前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限售期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１ 严奇 ３７，３１７，３９１ ３６个月

２ 阮仕海 ２１，８８４，０９１ ３６个月

３ 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４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８，４４４，６６６ １２个月

５ 北京华睿互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３，９１３，０４３ １２个月

６ 江苏新苏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７ 无锡华航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０，０３３，３００ ３６个月

８ 无锡通汇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９ 吴兆方 ８，０７３，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１０ 沈稚辉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３６个月

１１ 北京优能尚卓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６，９５６，５２２ １２个月

１２ 黄勤 ６，１７８，２６１ ３６个月

１３ 朱国有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个月

１４ 苏钢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１５ 齐向华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个月

１６ 朱宏大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３６个月

１７ 邵燃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３６个月

１８ 无锡市金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１９ 钱海啸 １，４０１，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２０ 郑琼 １，２０２，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２１ 井鸿翔 １，２０１，０００ ３６个月

２２ 查建新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２３ 张广易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６个月

２４ 丁立 ２５０，０００ ３６个月

２５ 庞韵华 ２５０，０００ ３６个月

２６ 李林位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２７ 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５５，３３４ １２个月

２８ 陈蓓 ５３，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２９ 俞乐华 ４９，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３０ 瞿锡中 １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３１ 苏丹 ６，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３２ 刘丽莉 ４，０００ １２个月

３３ 许海珍 １，０００ １２个月

总计 １９３，７８２，６０８ －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

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２、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华泰航亚科技家

园１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４、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
个月。 本次发行承诺限售６个月的账户数量为３７６个，所持股份数量为２，２３５，４７１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７．２１％，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３３％。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及公开发行后达到所

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一）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发行人选择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２．１．２条第（一）款规

定的市值财务指标“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
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一年净利
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 ”作为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具体上市标准。

（二）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６，４６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发行价格为８．１７元 ／股，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２５，８３８．２６０８万元， 发行完成后的总市值为２１．１１亿元， 不低于１０亿
元。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２０１９年
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为
３，９５６．７６万元；２０１９年，发行人营业收入为２５，７６０．４４万元。

综上，发行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２．１．２条第（一）款规
定的市值及财务指标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ＵＸＩ ＨＹＡＴＥＣＨ ＣＯ．，ＬＴＤ．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 １９，３７８．２６０８万元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后） ２５，８３８．２６０８万元

法定代表人 严奇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９日
公司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新东安路３５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１４２

经营范围

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燃气轮机零部件、精密机械零部件、医
疗骨科植入锻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特征特性检测服
务。 自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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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及医疗骨科植入锻件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航空涡扇发动机压气机叶片 、转动
件及结构件 （整体叶盘 、机匣 、涡轮盘及压气机盘等盘环
件、整流器、转子组件等）、医疗骨科植入锻件等高性能零
部件

所属行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分类代码 ：
Ｃ３７）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１８９３６９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０－８１８９３６９２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ｈｙａｔｅｃｈ．ｃｎ
电子信箱 ＩＲＭ＠ｈｙａｔｅｃｈ．ｃｎ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部门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部门负责人 黄勤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１８９３６９８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严奇。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严奇直接持有公司１９．２６％的股份、通过华航科创控

制公司５．１７％股份，并通过与阮仕海、朱宏大等１１名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控制公司２４．５４％股份。 其中，《一致行动人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各方行
使提案权 ／提名权或行使董事会 ／股东大会表决权时应与严奇达成一致意见， 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的应以严奇意见为准。综上，严奇合计控制公司４８．９８％的股份，能够对
董事会决策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严奇先生，１９６６年３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博士，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８年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８月，历任无锡叶片厂处长、厂长兼党委书记
等；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历任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兼党委书
记；２０１４年３月至今，历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长。

（二）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严奇，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及持有发行人股票的情况
（一）董事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共有董事９名，其中独立董事３名。公司董事基

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起止日期

１ 严奇 董事长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２ 阮仕海 董事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３ 邵燃 董事 ２０１９．１０．０９－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４ 张敬国 董事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５ 贾红刚 董事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６ 苏阳 董事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７ 胡小平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１２．２６－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８ 张晖明 独立董事 ２０２０．２．２３－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９ 朱和平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１２．２６－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二）监事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共有监事３名，其中包括１名职工代表监事。公

司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起止日期 提名人

１ 陈默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通汇投资

２ 沈稚辉 监事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沈稚辉

３ 汪强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三）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发行人共有高级管理人员９名。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起止日期

１ 朱宏大 总经理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２ 邵燃 副总经理、航亚盘件执行董事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３ 齐向华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４ 李洁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５ 薛新华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６ 张广易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７ 井鸿翔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８ 黄勤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９．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９ 高杰贞 财务总监 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２０２２．０２．２１
（四）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共有１２名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严奇 董事长

２ 邵燃 董事、副总经理、航亚盘件执行董事

３ 齐向华 副总经理

４ 李湘军 医疗事业部副总经理

５ 丁立 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

６ 庞韵华 叶片事业部副总经理

７ 贺明 整体叶盘产品经理

８ 周敏 叶片精锻主任工程师

９ 杨春原 理化实验室主任

１０ 张学良 工程技术一部经理

１１ 赵朝刚 机匣产品经理

１２ 季瑾 特种工艺主任工程师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发行人股票和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的持股情况如下：
数量：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
数量

直接持股
比例

间接持股
数量注１

间接持股
比例

１ 严奇 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 ３，７３１．７４ １４．４４％ ３．３３ ０．０２％
２ 阮仕海 董事 ２，１８８．４１ ８．４７％ － －
３ 邵燃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１５０．００ ０．５８％ － －
４ 苏阳 董事 － － 注２ 注２
５ 贾红刚 董事 － － 注３ 注３
６ 沈稚辉 监事 ７５０．００ ２．９０％ － －
７ 黄勤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６１７．８３ ２．３９％ ３０．００ ０．１２％
８ 齐向华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３００．００ １．１６％ － －
９ 朱宏大 总经理 １５０．００ ０．５８％ － －
１０ 井鸿翔 副总经理 １２０．１０ ０．４６％ － －
１１ 张广易 副总经理 ３０．００ ０．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９％
１２ 薛新华 副总经理 － － ５３６．００ ２．０７％
１３ 丁立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５．００ ０．１０％ ６０．００ ０．２３％
１４ 庞韵华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５．０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５ 贺明 核心技术人员 － － ４．００ ０．０２％
注１：严奇、黄勤、张广易、薛新华、丁立、庞韵华、贺明为华航科创合伙人，其间接

持股数量系按照各合伙人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计算。 间接持股未包含通过公司资
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获配的股份。

注２：华睿互联持公司股份７．１８％，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苏阳持股５５％的北京华
睿互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３：道丰投资持公司股份０．０３％，根据工商信息，贾红刚在道丰投资中出资比例
为１２．０６％。

报告期内，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配偶、父母、配偶
的父母、子女、子女的配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
近亲属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

上述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
票的限售安排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的相关内容。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公司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正在执行的员工持股计划、限制性

股票、股票期权等股权激励及其他制度安排。
五、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为１９，３７８．２６０８万股，本次公开发行６，４６０万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 姓名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严奇 ３７，３１７，３９１ １９．２６％ ３７，３１７，３９１ １４．４４％

阮仕海 ２１，８８４，０９１ １１．２９％ ２１，８８４，０９１ ８．４７％

航发资产（ＳＳ）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３２％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伊犁苏新 １８，４４４，６６６ ９．５２％ １８，４４４，６６６ ７．１４％

华睿互联 １３，９１３，０４３ ７．１８％ １３，９１３，０４３ ５．３８％

新苏投资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６．１９％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６４％

华航科创 １０，０３３，３００ ５．１８％ １０，０３３，３００ ３．８８％

通汇投资（ＳＳ）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７％

吴兆方 ８，０７３，０００ ４．１７％ ８，０７３，０００ ３．１２％

沈稚辉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３．８７％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２．９０％

优能尚卓 ６，９５６，５２２ ３．５９％ ６，９５６，５２２ ２．６９％

黄勤 ６，１７８，２６１ ３．１９％ ６，１７８，２６１ ２．３９％

朱国有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苏钢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齐向华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

朱宏大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４１％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

邵燃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４１％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

无锡市金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４１％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

钱海啸 １，４０１，０００ ０．７２３０％ １，４０１，０００ ０．５４％

郑琼 １，２０２，０００ ０．６２０３％ １，２０２，０００ ０．４７％

井鸿翔 １，２０１，０００ ０．６１９８％ １，２０１，０００ ０．４６％

查建新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１６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９％

张广易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４８％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

丁立 ２５０，０００ ０．１２９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０．１０％

庞韵华 ２５０，０００ ０．１２９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０．１０％

李林位 ２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３２％ ２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

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５５，３３４ ０．０２８６％ ５５，３３４ ０．０２％

陈蓓 ５３，０００ ０．０２７４％ ５３，０００ ０．０２％

俞乐华 ４９，０００ ０．０２５３％ ４９，０００ ０．０２％

瞿锡中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苏丹 ６，０００ ０．００３１％ ６，０００ ０．００％

刘丽莉 ４，０００ ０．００２１％ ４，０００ ０．００％

许海珍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１，０００ ０．００％

华泰航亚科技家园１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 － ６，４６０，０００ ２．５０％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 － ３，２３０，０００ １．２５％

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 － － ３，２３０，０００ １．２５％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份 － － ２，２３５，４７１ ０．８７％

小计 １９３，７８２，６０８ １００％ ２０８，９３８，０７９ ８０．８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９，４４４，５２９ １９．１４％

合计 １９３，７８２，６０８ １００％ ２５８，３８２，６０８ １００％

发行人控股股东、 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不
存在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严奇 ３７，３１７，３９１ １４．４４％ ３６个月

２ 阮仕海 ２１，８８４，０９１ ８．４７％ ３６个月

３ 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１２个月

４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８，４４４，６６６ ７．１４％ １２个月

５ 北京华睿互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３，９１３，０４３ ５．３８％ １２个月

６ 江苏新苏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６４％ １２个月

７ 无锡华航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０，０３３，３００ ３．８８％ ３６个月

８ 无锡通汇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７％ １２个月

９ 吴兆方 ８，０７３，０００ ３．１２％ １２个月

１０ 沈稚辉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２．９０％ ３６个月

合计 １５９，１６５，４９１ ６１．６０％ －
六、战略配售情况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共３名，为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

富尊”）、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创新”）、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华泰航亚科技家园１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航亚科技员工资管计划”）。 除此之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一）保荐机构子公司跟投情况
１、保荐机构子公司名称：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
２、与保荐机构的关系：保荐机构的全资子公司
３、获配股数：３２３万股
４、获配金额：２６，３８９，１００．００元
５、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５．００％
６、限售安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２４个月。
（二）保荐机构子公司跟投情况
１、保荐机构子公司名称：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２、与保荐机构的关系：华泰创新与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为华泰证券同一控

制下相关子公司
３、获配股数：３２３万股
４、获配金额：２６，３８９，１００．００元

５、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５．００％
６、限售安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２４ 个月。
（三）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情况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华泰航亚科技家园１号科创板员工持

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具体情况如下：
１、获配股票数量：６４６万股
２、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１０．００％
３、获配金额：５２，７７８，２００．００元（不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４、本次获得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管理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６、实际支配主体：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７、航亚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 职务？ 认购资管计划金额以及对应资管

计划参与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万元） 持有份额比例 是否为发行人董监高

１ 严奇 董事长 １，８８５．００ ３７．６２％ 是

２ 朱宏大 总经理 ９８０．００ １９．５６％ 是

３ 井鸿翔 副总经理 ４８０．００ ９．５８％ 是

４ 张广易 副总经理 ３３８．００ ６．７５％ 是

５ 邵燃 董事兼副总经理 ３６７．００ ７．３３％ 是

６ 薛新华 副总经理 ４８０．００ ９．５８％ 是

７ 黄勤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４８０．００ ９．５８％ 是

合计 ５，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６，４６０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８．１７元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１元 ／股。
四、市盈率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５３．３５倍 （发行价格除以按２０１９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２．３２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０．１６元（根据２０１９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３．５２元 （按合并口径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５２，７７８．２０万元。
（二）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己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９日对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苏公Ｗ［２０２０］Ｂ１３２号《验资报
告》。 该验资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经我们审验，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９日止，贵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６４，６００，０００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５２７，７８２，０００．００元，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５３，４６９，
８５３．０４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４７４，３１２，１４６．９６元（大写：肆亿柒仟肆
佰叁拾壹万贰仟壹佰肆拾陆元玖角陆分）， 其中：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６４，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元，资本公积人民币４０９，７１２，１４６．９６元。 ”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５，３４６．９９万元（不含增值税），明细构成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３，７８１．５７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６００．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４７１．７０
４ 信息披露及其他费用 ４１０．３８
５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用 ８３．３４

合计 ５，３４６．９９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４７，４３１．２１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４７，４２９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６，４６０万股。 其中，最终通过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的股
票数量为１，２９２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１００．８０万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３１，００８，０００股，放弃认购数量为０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０６７．２０万股，其中网上投
资者缴款认购２０，６４８，４０８股，放弃认购数量为２３，５９２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２３，５９２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

日、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２０
年１－６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上述数据已经公证天
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上
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
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及２０２０年１－９月的合并及母
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未经审计，但已经发行人申报会计师公证天
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审阅报告》（苏公Ｗ［２０２０］Ｅ１４６９号）。
上述审阅报告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参考，公司上市后不再另
行披露２０２０年三季度报表，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产业政
策、税收政策、行业市场环境、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公司经
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重大变
更，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规定， 发行人已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
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专户用途

１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２７６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７７００７ 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产能
扩大项目

２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新城支行 ７８０９０１２２０００１５６３８５ 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产能
扩大项目

３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新城支行 ７８０９０１２２０００１５５７５６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自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除上述

所述事项外，没有发生《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项，具
体如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

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公司未订立其他

对本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监事会和

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光大证券、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光大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同意担任无锡航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 特推荐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交易。

二、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一）光大证券

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秋明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１５１７８９

保荐代表人 吕雪岩、林剑云

项目协办人 王怡人

项目组成员 王如意、郑卫杰

联系人 王如意

（二）华泰联合证券
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１２８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Ｂ７栋４０１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８７７２０

传真 ０２５－８３３８７７１１

保荐代表人 唐逸凡、刘惠萍

项目协办人 原青青

项目组成员 唐澍、张博文、宋心福、吴韡、许楠、张鹏、廖君、柴奇志

联系人 唐逸凡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吕雪岩先生，现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六部董事，保荐代表人，经济学

学士。 自２０００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担任乔治白（００２６８７）首发项目协办人，主要参
与了金安国纪（００２６３６）、株冶集团（６００９６１）、新五丰（６００９７５）、阿科力（６０３７２２）、怡达
股份（３００７２１）等ＩＰＯ项目以及双良节能（６００４８１）再融资等项目的工作。

林剑云先生，现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六部执行董事，保荐
代表人，经济学硕士。 ２００５年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先后担任永兴特钢ＩＰＯ、姚记扑
克ＩＰＯ、大江股份定向增发等项目保荐代表人，恒星科技定向增发项目协办人、世茂
股份重组财务顾问主办人， 并曾负责或参与中国海诚等数十家企业的改制上市或
新三板挂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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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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