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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僅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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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航空”、“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对南方航空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 1235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1,578,073,089 股 A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6.02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499,999,995.7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488,178,222.86 元。其中募集资金

总额现金部分共计人民币 7,758,919,995.78 元，扣除承销费用（含增值税）人民币

10,664,999.99 元后，实际收到的现金认购款净额为人民币 7,748,254,995.79 元。上述募集

资金净额及现金认购款净额已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到位，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毕

马威华振验字第 1800382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 2017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7 年 9 月 19 日召

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7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7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7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情况，南方航空本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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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不超过 

1 引进 41 架飞机项目 4,074,696.00 765,415.00 

2 A320 系列飞机选装轻质座椅项目 13,226.00 10,477.00 

合计 4,087,922.00 775,892.00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现金额低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

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

度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及拟以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筹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1801080 号），自 2017 年 6 月 26 日至 2018 年 9 月 19 日止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5,159,484,911.05 元，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单位：人民

币万元） 

承诺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

币万元） 

自 2017 年 6 月

26 日至 2018 年

9 月 19 日止期间

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1 引进 41 架飞机项目 4,074,696.00 765,415.00 5,138,546,595.60 

2 
A320 系列飞机选装轻质座椅项

目 
13,226.00 10,477.00 20,938,315.45 

合计 4,087,922.00 775,892.00 5,159,484,911.05 

（二）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5,159,484,911.05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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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自 2017 年 6 月 26 日

至 2018 年 9 月 19 日

止期间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金额 

本次置换金额 

1 引进 41 架飞机项目 5,138,546,595.60 5,138,546,595.60 

2 A320 系列飞机选装轻质座椅项目 20,938,315.45 20,938,315.45 

合计 5,159,484,911.05 5,159,484,911.05 

四、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以董事签字同意方式，通过了《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项目募集资金 5,159,484,911.05 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5,159,484,911.05 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对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审议，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5,159,484,911.05 元置换前

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

表了同意意见。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南方航空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

项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同时，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

超过六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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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王欣宇  顾  科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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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倫有限公司

以自等資金預先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情況振告

一、募集資金基本情況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
本公司

″
 )2017年 6月 26日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波決波、2017年 9月 19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波決波和 2017年 11月 8

日的 2017年第一次臓吋股京大会、2017年第一次 A股癸別股京大会、2017年第一次 H股癸

別股京大会決波 ′丼径中国iI券監督管理委員会予 2018年 8月 2日釜友的 《美子核准中国南

方航杢股倫有限公司ヨト公升友行股票的批夏》(江監滓可 12018]1235号 )的核准 ′本公司ヨF公

升3~4行不超道 184Z股人民雨普通股 (A股 )股票。裁至 2018年 9月 19日止 ′本公司実際ヨト

公升友行人民雨普通股 (A股 )1,578,073,089股 ′毎股面値人民市 1.00元 ′毎股3~i行倫格

力人民雨 6.02元 ′募集資金忠額現金部分共汁人民市 7,758,919,995.78元 ′掴除承消費用

(合増値税 )人 民雨 10,664,999.99元 后 ′実際収到 的現金汰胸款浄額力人民市

7,748,254,995.79元 。上述資金到位情況己後半島威隼振会汁llT事努所 (特殊普通合伏 )喰

II′ 丼出具単弓威隼振喰字第 1800382号輸資l反告。本公司対本次募集資金実施寺戸管理 ′

寺款寺用。

二、端制基硼

本振告根据中国江券監督管理委員会友布的 《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資

金管理和使用的監管要求》 (江監会公告[2012144号 )及上海II券交易所友布的 《上海江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方法 (2013年修汀 )》 的要求縮制。

在縮制以自等資金預先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情況振告吋 ′本公司以自2017年 6月 26

日至 2018年 9月 19日止期同的自等資金已径預先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実隊支付金額力

基硼遊行偏制。

三、募集資金投向的承港翻

根据 《中国南方航杢股倫有限公司JF公升3~itt A股股票預案 (修iI稿 )》 ′本次ヨト公升

友行 A股股票可募集的現金不超道人民市 775,892.00万元 ′ヨF公升友行 A股股票可募集的現

金lEl除友行費用后1宅投向以下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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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紳 :人民市 単位 :万元

序号 項目名称 投資金額
募集資金

投入不超道

引遊 41架Ъ机項目 4,074,696.00 765,415.00

2 A320系列L机逃装軽贋座椅項目 13,226.00 10,477.00

合汁 4,087,922.00 775,892.00

若本次友行lEl除友行費用后的実隊募集現金額低子上述項目似投入募集資金忠額 ′不足

部分格由本公司自等資金解決。本次ヨF公升友行募集資金到位前 ′本公司格根据項目実際遊

度以自等資金先行投入 ′丼在募集資金到位后予以畳換。

四、以自等資金預先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情況

自2017年 6月 26日至 2018年 9月 19日止期同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在募集資金実隊到

位之前已由本公司利用自等資金先行投入 ′具体清況如下 :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名称
承潜募集資金投資金額

(単位 :人民市万元 )

自 2017年 6月 26日至

2018年 9月 19日止期

同以自等資金預先投入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金額

(単位 :人民市元 )

引遊 41架ヽ机項目 765,415.00 5,138,546,595.60

A320系列ヽ机逃装軽康座椅項目 10,477.00 20,938,315.45

合汁 5,159,484,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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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步飞Z唱
法定代表人

Jγ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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