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及终止

募投项目的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对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及终止募投项目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304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保荐机构”）作为中航航空电子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子”、“公司”）2017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就贵所要求保荐机构核查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和核实，

现将有关问题的核查情况和相关意见汇报如下： 

【问题二】 

“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系公司 2017年底发行可转债时设计的募投项

目，距今不足 2 年，现终止该募投项目。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期项目立项

是否审慎，实施主体选择是否恰当，后续实施情况是否符合预期；（2）本次拟

直接终止该募投项目而非变更实施主体的原因；（3）前期是否就该募投项目实

施存在不确定性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核查方式与过程 

1、查阅并取得募投项目的内部会议纪要、前期立项文件和可行性分析报告、 

项目备案及环评文件； 

2、查阅了当前航姿系统行业相关国家政策、相关报道、行业研究情况等资

料； 

3、核查历次相关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召开及表决情况，独立董事履

职情况； 

4、核查公司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鉴证报告，并根

据要求出具核查意见； 

5、查看募投项目已投入资金形成的资产及使用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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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情况 

（一）前期项目立项是否审慎，实施主体选择是否恰当，后续实施情况是

否符合预期 

1、前期项目立项谨慎 

公司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技术路线和政策导向已审慎考虑了募投项目建设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高精度航姿系统作为新一代机载设备，已陆续配套多种机型，宝成仪

表的技术能力及市场占有率国内领先，随着型号任务的陆续批量装备，现有产能

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宝成仪表现有厂房场地较为紧张，无法满足本项

目新增设备安装所需建筑面积。 

（2）宝成仪表作为航姿系统的专业定点配套生产厂家，研制生产的高精度

航姿系统及其配套部件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产品工艺经过深入研究，属于重要

且不可替代的机载导航设备，已广泛应用于各类飞行系统，已装备在大多数国产

军机上，产品几乎覆盖了国内所有机种。 

（3）航姿业务作为宝成仪表的核心业务和市场优势业务，整体较为稳定可

靠，且市场前景良好、未来收入利润可期。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编制了《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等论证文件，并完成相应备案

手续。募投可研报告基于当时公司所处业务和市场环境进行编制、论证，立项谨

慎，逻辑严密。 

2、实施主体选择恰当 

（1）募投项目与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十三五”期间，宝成仪表主要产品航姿系统已完成由传统机电式航姿系

统向光纤捷联式航姿系统的转型升级，在航空机载领域形成了光纤惯性组件、光

纤惯性测量单元、光纤航姿系统、光纤组合导航系统、光纤惯导系统等系列化产

品，并在多种新机型及重点型号上实现配套。本次募投项目与航空主业业务关系

密切。 

（2）宝成仪表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的优势 

宝成仪表是国内首家将光纤陀螺作为核心传感器应用于军机进行首飞，并通



3 

 

过设计鉴定的生产厂家，也是国内首家通过可靠性鉴定试验的光纤捷联导航系统

生产厂家。作为航姿系统的专业定点配套生产厂家，宝成仪表研制生产的高精度

航姿系统及其配套部件属于重要不可替代的机载导航设备。宝成仪表在高精度航

姿系统研制、生产上的优势是中航电子其他子公司所不具备的。 

在确定募投项目时的市场环境和当时的公司条件下，宝成仪表作为高精度航

姿系统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是恰当的。 

3、后续实施情况符合预期 

按照《关于宝成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投资建设计划的批复》（中航电

子证券〔2018〕612 号）文件，公司募投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增工艺设备 124

台（套），新增建筑面积 3,800 平方米，改造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15,000 万元。 

宝成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 2018 年增资资金 6,686 万元。截止目前，

项目已完成 89 台（套）工艺设备的合同签订，已到位工艺设备 56 台（套），完

成设备验收 37 台（套）。新增的 3,800 平方米厂房正在进行主体建设。现已累计

完成合同签订金额 8,689 万元，项目累计已完成资金支付 3,710.51 万元。按照目

前的项目进展情况，计划批复的 124 台（套）工艺设备仅剩 35 台套未签订合同，

新建厂房和改造厂房工程也正在进行中，项目总体实施进度已完成 70%以上，投

产部分还在建设中，尚未产生收益。本项目实施情况目前基本符合预期。 

（二）本次拟直接终止该募投项目而非变更实施主体的原因 

本次拟直接终止该募投项目而非变更实施主体的原因主要是宝成仪表作为

航姿系统的专业定点配套生产厂家，通过与有关院校、研究所的合作，在高精度

航姿系统及其配套部件研究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也是国内首家通过可靠性鉴定

试验的光纤捷联导航系统生产厂家，在航姿系统领域的研制和生产能力无法替代。

并且由于军品生产的特殊性中航电子各子公司军品分工定位于不同领域，中航电

子无其他实施主体可以代替宝成仪表完成“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 

此外宝成仪表的主营业务包括导航业务、飞行环境监视业务、惯性传感器业

务、导电滑环及军用精密传感器等，其中最核心导航业务的主导产品为航姿系统。

“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的募资资金用于新增、改造与高精度航姿系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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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配套部件的研制、生产相关厂房、设备，与宝成仪表的主营业务紧密相连。即

使可以变更实施主体，将来也会与出售后的宝成仪表构成同业竞争，有损中小股

东利益。 

（三）前期是否就该募投项目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三章 风险因素”中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风险做出了如下提示：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选择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国家产业政

策以及技术发展趋势等因素做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了慎重、充分的可行

性研究论证，但如果项目建成投产后产品市场受到宏观经济波动、上下游行业周

期性变化等因素影响而陷入衰退，将导致公司产品销售数量、销售价格达不到预

期水平，从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2016 年宝成仪表出现较大亏损，主要因为偶发性事件。在 2017 年论证募投

项目时，宝成仪表的军品业务出现较大程度好转，在当时时点，公司预计业绩有

向好发展的趋势。考虑到航姿系统对于机载电子系统的重要性，且作为宝成仪表

的主营业务，宝成仪表作为实施主体具有人才、技术层面的优势，因此，公司最

终决定实施“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随着市场产业结构的变化，宝成仪表

的车载导航和纺织机械业务亏损金额不断扩大，鉴于此，公司经过审慎论证，为

了降低宝成仪表业绩对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从维护广大投资人根本利益出

发，做出将宝成仪表出售的决定。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公司补充披露了在 2017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时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技术

路线和政策导向已审慎考虑了“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前期项目立项谨慎，实施主体选择恰当，后续实施情况符合预期。 

2、公司补充披露了本次拟直接终止该募投项目而非变更实施主体是因为军

品生产的行业特性使得各子公司之间有明确的分工安排，其他子公司难以替代，

此外即使可以变更实施主体，将来也会与出售后的宝成仪表构成同业竞争，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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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利益。 

3、《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就宏观经济和行业变化对募投项目的影响进行了风险提示。前期，公司对于募

投项目的选择是谨慎合理的。公司自发现宝成仪表受市场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将持

续亏损时，及时进行分析判断，将宝成仪表出售，确保公司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问题三】 

2019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披露《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拟将总额不超过 9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请

公司补充披露：（1）前期是否将“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

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目前是否已归还；（2）截至目前，公司所有募集

资金的具体存放与使用情况。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核查方式与过程 

1、查阅并取得募集资金账户银行对账单； 

2、查阅并取得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鉴证报告，并根据要

求出具核查意见； 

3、核查历次相关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材料； 

4、查阅并取得募投项目支出明细及部分大额凭证； 

5、查看募投项目已投入资金形成的资产及使用情况等。 

二、核查情况 

（一）前期是否将“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用于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截至目前是否已归还 

1、截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宝成仪表收到募投资金 66,860,000 元，累计支

出 37,111,367.70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1,048,402.31 元,款项专户存储，不存在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中航电子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108,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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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在使用期间内，中航电子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80,000,000.00 元人民币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9 年 9 月 17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中航电子本部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53,757,523.95 元（含存款利息）。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

未实施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截至目前，公司所有募集资金的具体存放与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公司于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余额为

202,097,504.52 元（含存款利息），分别存放于本公司以下专用账户： 

单位：元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望京支行 
7113210182100001081 5,224,446.2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三元支行 
11001045100059610925 196,873,058.24 

合计 202,097,504.52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公司于 2017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余额为 1,021,199,049.46 元（含存款利息），存放于本公司以下专用账户： 

单位：元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中航航空电子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万通中心支行 
791902048110901 853,757,523.95 

上海航空电器有

限公司 
建设银行三元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6 42,696,528.13 

陕西华燕航空仪

表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三元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4 660.77 

成都凯天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三元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7 15,405,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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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飞行控制有

限责任公司 
建设银行三元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8 15,738,718.73 

陕西东方航空仪

表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银行三元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3 2,994,162.11 

陕西千山航空航

空电子有限责任

公司 

建设银行三元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05 6,257,258.01 

北京青云航空仪

表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望京支行 8110701013501284035 13,581,470.84 

陕西宝成航空仪

表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银行望京支行 8110701013001284469 31,048,402.31 

苏州长风航空电

子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望京支行 8110701014201284328 11,934,201.25 

兰州万里航空机

电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银行三元支行 11050160500009001110 601,381.20 

太原航空仪表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望京支行 8110701013201284461 27,182,930.08 

合计 1,021,199,049.46 

2、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累计使用人民币

466,298,885.00 元，其中，航电系统研发中心项目累计投入人民币 65,100,000.00

元，累计补充流动资金为人民币 401,198,885.00 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人民币

202,097,504.52 元（含存款利息）。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人民币 1,393,831,847.50 元，尚

未使用的金额为人民币 1,021,199,049.46 元（含存款利息）。具体项目资金使用情

况如下：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单位：

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5 日累计投入金额

（单位：元）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1. 激光照明产业化项目 210,000,000.00 82,303,471.87 39.19 

2. 电作动驱动及传动系统产业化建设项

目 
180,000,000.00 81,437,828.90 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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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性能惯性传感器及应用系统产业化建

设项 
180,000,000.00 121,218,897.95 67.34 

4. 基于物联网的高安全监控系统产业化

项目 
136,000,000.00 76,167,887.31 56.01 

5. 高端装备智能化综合显示产业化项目  150,000,000.00 55,430,015.68 36.95 

6. 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 150,000,000.00 37,111,367.70 24.74 

7. 飞行仪表产能提升项目 170,000,000.00 72,552,339.08 42.68 

8. 固定翼飞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产业化

项目 
180,000,000.00 57,229,346.34 31.79 

9. 智能电动伺服控制系统产业化建设项

目 
150,000,000.00 67,128,867.03 44.75 

10. 旋翼机飞行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130,000,000.00 70,300,491.93 54.08 

11. 高安全数据处理系统产业化项目 180,000,000.00 88,951,333.71 49.42 

12. 补充流动资金 584,000,000.00 584,000,000.00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400,000,000.00 1,393,831,847.50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高精度航姿系统产业化项目”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流截止目前已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公司已补充披露所有募集资金的具体存放与使用情况。 

  



9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

限公司<关于对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及终止募投项目的问询

函>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张明慧                     孙鹏飞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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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关于对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及终止募投项目的问询函>

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杨滔                          马伟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