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79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22-006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07 号）核准，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5,576,016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公司总股本由 1,099,945,053 股

增加至 1,135,521,069 股。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科工”）

及其一致行动人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产投”）参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分别获配 2,092,706 股、1,988,071 股。本次非公开

发行新增股份 35,576,016 股，将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本次发行后，中航科工及其发行后的一致行动人（即中国空空导弹研究

院、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中航产投）持股

比例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26 号院 27 号楼 2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二）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 2 号中航资本大厦 42 层 4216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住所（三）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体育场路 8 号院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四）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29 号院 8 号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五）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五）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9号坤讯大厦 9-10 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10 年 5 月 18 日-2022 年 1 月 17 日 

股票简称 中航光电 股票代码 002179 

变动类型

（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 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 股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增持， 

股份增加 25,378.4181 万股 

被动稀释 5.66% 

A 股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因划转社保

基金、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减

持，股份增加 660.6929 万股 

减持及被动稀释 1.09% 

A 股 

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因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增持及减持，股份

增加 172.5602 万股 

减持及被动稀释 0.77% 

A 股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划

转社保基金、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持及减持，股份减少 40.5381

万股 

减持及被动稀释 0.96% 

A 股 
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持

198.8071 万股 
增持 0.18% 

合  计 26,369.9402 万股 减持及被动稀释 8.3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中航科工、中航产投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中航

科工可转债转股；空导院及金航数码部分股份划转社保基金；

中航科工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授

予、可转债转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等持股比例被动变化。）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17,405.2911  43.34% 42,783.7092  37.68%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1,040.9468  2.59% 1,701.6397  1.50% 

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 573.7500  1.43% 746.3102  0.66%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73.7500  1.43% 533.2119  0.47% 

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 —— 198.8071 0.18% 

合计持有股份 19,593.7379  48.79% 45,963.6781  40.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188.4468  5.45% 45,555.6004 40.1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405.2911  43.34% 408.0777 0.36%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

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2021 年 9月 16 日，中航科工出具《中国航空科技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承诺函》，2021 年 9月 17 日，

航空工业集团出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承诺函》，详见 2021 年 9月 23 日发布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