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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次发行方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指 南通华夏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南通华夏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南通华夏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发

行 
指 

南通华夏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定向

发行，向认购人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行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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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根据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2018年第一次

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拟发行总数量不超过 5,750,000 股（含

5,75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2,000,000.00元（含 92,000,000.00元）。公司实际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3,750,000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0,000.00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6.00元。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天职业字[2018]12948号《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2017年

度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654,991.81 元。截至 2017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2,736,549.03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84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成长

性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等因素后确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在册股东均已签署承诺函，自愿放弃本

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并承诺自本次股票发行通过董事会决议之

日至审议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不进行股份转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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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优先认购缴款安排。 

（四）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于 2018 年 06 月 27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天职业字

[2018]16867号）,截至 2018年 6月 11日止，共有 2名投资者认购

了公司股份,具体认购股数、认购金额、认购方式如下表： 

序

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性

质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

式 

是否做

市股 

1 

贵州鼎信卓越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新增机构

投资者 
1,250,000 20,000,000.00 现金 否 

2 

广州汇文科兴

股权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

伙） 

新增机构

投资者 
2,500,000 40,000,000.00 现金 否 

合计 - 3,750,000 60,000,000.00 -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贵州鼎信卓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广州汇

文科兴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1）贵州鼎信卓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贵州鼎信卓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114085672200T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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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江路创业中心

大楼 206-8室 

成立日期 2013年 12月 06日 

经营期限 2013年 12月 06日至 2020年 12月 05日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

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

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创业投资。）。 

贵州鼎信卓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已经于 2014年 04月 29日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

SD2774，其基金管理人系贵州鼎信博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

号：P1001676，登记时间：2014年 04月 29日，其托管人系中国银

行贵阳市浙江商城支行。 

（2）广州汇文科兴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广州汇文科兴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TCYL4R 

公司类型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汇垠云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

派代表：李炜） 

主要经营场所 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 603号 403-1 

成立日期 2018年 04月 17日 

经营期限 2018年 04月 1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资本市场服务（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

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示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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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汇文科兴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系依法设立的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已经于 2018年 06月 04日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备案编码为 SCX884，其基金管理人广州汇垠云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67876，登记时间：2018年 04月 02日，

托管人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在册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贵州鼎信卓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在册股东鼎信

博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为在册股东贵州鼎信博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私募基金。周戎为鼎信博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派驻的

监事。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

在册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何丹直接持有公司31,695,000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56.72%，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股票发行后，

何丹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不变，占公司总股本的53.15%,何丹仍为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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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化。 

（六）公司及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情形 

截至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之日，根据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本次发行对象等出具的声明和承诺、政府部门公示网站的查询情况，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等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的情形。 

（七）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截至本次发行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05月08日），公司的股东人

数为17名；公司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为19名。本次股票发行后，公

司股东人数累计仍未超过200人。 

因此，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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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否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

款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

条款，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监管要求，

合法合规。 

（九）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按照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9,200.00万元，所

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具体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1 偿还银行贷款 4,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5,200.00 

合计 9,200.00 

按照本次股票发行实际缴款情况，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6,000 万

元， 未能按照股票发行方案募足所需资金，公司计划将所募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重新分配额度，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1 偿还银行贷款 4,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 

合计 6,000.00 

1、 偿还银行贷款安排 

按照公司与江苏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还款计划，

公司部分贷款将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到期，由于本次股票发行取得

股份登记函的时间难以准确估计，公司已与银行达成友好协商，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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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发行流程办理完结，一次性归还该银行贷款叁仟万元整。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贷款金额：伍佰万元整）及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金额：伍佰万元整）的还款计划仍参考股

票发行方案分别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及 2019 年 2 月 4 日贷款到期

前还款。具体还款安排如下： 

借款方 借款金额（万元） 借款余额（万元） 还款日期 

江苏南通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20.00 800.00 

公司取得股票

发行股份登记

函后 

江苏南通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 2,200.00 

公司取得股票

发行股份登记

函后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分行 
500.00 500.00 2018/10/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分行 
500.00 500.00 2019/2/4 

合计 5,720.00 4,000.00 - 

 

2、 补充流动资金安排  

由于本次发行未足额募集到位，公司原计划需要补充流动资金的

不足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预计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构成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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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

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

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股） 

1 何丹 31,695,000 56.72 23,771,250 

2 申炳龙 5,163,000 9.24 3,872,250 

3 陈怀宇 4,765,000 8.53 3,573,750 

4 
鼎信博成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527,500 4.52 - 

5 
上海中金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2,192,941 3.92 - 

6 
上海霖夏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40,000 3.65 800,000 

7 
上海灏夏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830,000 3.27 982,000 

8 
苏州汇利华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764,705 3.16 - 

9 林京 1,353,500 2.42 - 

10 徐淑娟 605,882 1.08 - 

合 计 53,937,528 96.51 32,999,250 

2.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

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股） 

1 何丹 31,695,000 53.15 23,771,250 

2 申炳龙 5,163,000 8.66 3,872,250 

3 陈怀宇 4,765,000 7.99 3,573,750 

4 
鼎信博成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527,500 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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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州汇文科兴股权投资

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2,500,000 4.19 - 

6 
上海中金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2,192,941 3.68 - 

7 
上海霖夏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40,000 3.42 800,000 

8 
上海灏夏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830,000 3.07 982,000 

9 
苏州汇利华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764,705 2.96 - 

10 林京 1,353,500 2.27 - 

合 计 55,831,646 93.63 32,999,250 

注：本次发行前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为股权

登记日（2018年 05月 08日）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

况。本次发行后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在股权登记

日（2018年 05月 08日）的基础上，考虑本次发行股票情况后最终

持股情况。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

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

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923,750 14.18 7,923,750 13.29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2,482,000 4.44 2,482,000 4.16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12,477,351 22.33 16,227,351 27.21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22,883,101 40.95 26,633,101 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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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3,771,250 42.54 23,771,250 39.86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7,446,000 13.32 7,446,000 12.49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1,782,000 3.19 1,782,000 2.9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2,999,250 59.05 32,999,250 55.34 

总股本 55,882,351 100.00 59,632,351 100.00 

注：本次发行前的股本结构为股权登记日（2018年 05月 08日）

的股本结构。本次发行后的股本结构在股权登记日（2018 年 05 月

08日）的基础上，考虑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为 17名，其中包括自

然人股东 10名、法人股东 4名、合伙企业股东 3名；公司本次发行

后股东为 19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10 名、法人股东 5 名、合伙

企业股东 4名。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 60,000,000.00 元，公司增

加货币资金 60,000,000.00 元，货币资金占公司总资产比例将有一

定提高，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将有相应幅度的提高，公司

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趋于稳健，公司整体

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 

以公司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模拟计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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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前后资产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  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股票发行后 

发行前（元） 比例（%） 发行后（元） 比例（%） 

货币资金 1,271,887.75 0.68 61,271,887.75 24.80 

流动资产合计 66,312,906.22 35.44 126,312,906.22 51.1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0,794,168.96 64.56 120,794,168.96 48.88 

总资产合计 187,107,075.18 100.00 247,107,075.18 100.00 

净资产额 102,736,549.03 54.91 162,736,549.03 65.86 

负债总额 84,370,526.15 45.09 84,370,526.15 34.14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航空器、机体及部附件维修；

飞机维修工程咨询服务；飞机内饰改装、翻新和维护；老旧飞机拆

解及航材贸易；特种作业等。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要从事航空器、机体及部附件维修；

飞机维修工程咨询服务；飞机内饰改装、翻新和维护；老旧飞机拆

解及航材贸易；特种作业等。 

因此，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何丹直接持有公司 31,695,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56.72%，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股票发行

后，何丹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不变，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5%,何丹仍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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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持股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 

名称 
职务 

发行前 

持股数量

（股） 

发行前 

持股比例

（%） 

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发行后 

持股比例

（%） 

1 何丹 董事长 31,695,000 56.72 31,695,000 53.15 

2 申炳龙 董事、总经理 5,163,000 9.24 5,163,000 8.66 

3 陈怀宇 董事 4,765,000 8.53 4,765,000 7.99 

4 裘爽 董事会秘书 - - - - 

5 卫捷 董事 - - - - 

6 沈莉 董事 - - - - 

7 周彤 监事会主席 - - - - 

8 周戎 监事 - - - - 

9 汪建民 职工监事     

10 李国化 职工监事     

11 王希存 职工监事     

合 计 41,623,000 74.48 41,623,000 69.80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  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7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17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17 10.04 6.3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0.35 0.49 0.46 

项目 2016.12.31 2017.12.31 2017.12.31 

每股净资产（元） 1.54 1.84 2.7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54 1.84 2.7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2.66 45.05 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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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倍） 0.90 0.89 1.70 

速动比率（倍） 0.71 0.63 1.44 

注：本次股票发行后财务指标计算依据经审计的 2017年度财务

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并按照增资完成后总股本模拟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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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无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分公司，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新增股份可

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不存在限售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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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华夏飞机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华夏飞机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

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除公司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外，公司建

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

东合法权利；公司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

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

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对本次股票发行不构成

障碍。 

（三）除公司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外，华夏飞机在申请挂牌及挂

牌期间，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华夏飞机在本次股票发

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华夏飞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股转系统公

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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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夏飞机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华夏飞机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方式合理，定价过程公正、

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本次股票发行均为现金认购，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的

情况。 

（八）华夏飞机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

范性要求。 

（九）结合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发行目的和本次发行价格等因

素考虑，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

支付》的规定。 

（十）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贵州鼎信卓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汇文科兴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公司在册股东中的鼎

信博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汇利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贵州鼎

信博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履行

了备案或登记手续。除上述外，其他现有股东均不属于《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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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

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上述登记、备案程序。 

（十一）华夏飞机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二）华夏飞机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

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情形。 

（十三）华夏飞机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存在“单纯以认

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法人、合伙企

业等持股平台”的情形。 

（十四）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

通股，新增股份可一次性进入股转系统进行公开转让，不存在限售

安排。 

（十五）华夏飞机不存在连续发行股票的情况。 

（十六）截至本合法合规意见出具之日前一工作日，公司不存

在提前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七）公司自挂牌以来，截至本合法合规意见出具之日前一

工作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十八）华夏飞机已按《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

的要求，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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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

求。 

（十九）华夏飞机的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二十）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不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十一）华夏飞机不存在前次发行中涉及承诺事项的情形。 

（二十二）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

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不涉及购置工

业楼宇或办公用房，不用于宗教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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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华夏飞机本次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

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二）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三）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

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股票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票定向发行之认购合

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 

（六）本次发行中不涉及任何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

稀释对赌等特殊条款，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挂牌公司融资》对特

殊条件的监管要求。 

（七）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 

（八）现有股东中的贵州鼎信博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鼎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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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苏州汇利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本次发行

对象，为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且均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其余非自然人股东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履行登记备案手续。 

（九）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属于持股平台。 

（十一）公司本次发行不涉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

答（二）——连续发行》所列示的连续发行情形。 

（十二）公司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十三）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符合募集

资金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 

（十四）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五）公司及相关主体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 

（十六）公司前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票发行导致收购、发行股

票购买资产，或者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未完成登记备案等情

形相关的承诺事项。 

（十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公允，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 11号——股份支付》规定的适用股份支付的情况。 

（十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发行募集资金投向房地产理



南通华夏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2 

 

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不涉及购置

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不涉及用于宗教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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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何  丹              申炳龙             陈怀宇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沈  莉              卫  捷 

全体监事签字：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周  彤              周  戎              汪建民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王希存              李国化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申炳龙         裘  爽 

南通华夏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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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五）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六）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