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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其他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如下公告，僅供參閱。

1.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決議公告》（包括《南方航空截至2017年12月31

日的關於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的報告及鑒證報告》）；及

2.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決議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謝兵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 

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包括執行董事王昌順、譚萬庚及張子芳；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凡、顧

惠忠、譚勁松及焦樹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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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8-021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 4 月 3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本次

董事会应参会董事 7人，实际参会董事 7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等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2017 年 9 月 1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公司《截至 2017 年 8 月 17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

告》。 

2018 年 4 月 3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并同意提请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3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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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紛有限公司

ヨ至2017年 12月 31日的美子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的報告

根据中国南方航杢股粉有限公司(鉢公司
″

)2015年年度股宗大会対菫事会

的一般性授収、2017年 3月 27日崎        中国江券監督管理委員会チ

2017年 7月 26日釜友的《美子核准中国南方航杢股分有限公司増友境外上市夕鹸 股

的批夏》(江監浄可 〔2017〕 1350号 ),本公司子 2017年 8月 10日向美国航空公

司lAmeHcan Ai‖ ines lnc.)("美 国航空
″

)非公升友行 270′606′272股境外上市外

資股(H ttB癬宅(″前次募集資金
″

)。 根据中国江券監督管理委員会 《美子前次募集

資金使用情況振告的規定》(江盗友行字[20071500号 )′ 本公司裁至 2017年 12月

31日的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振告如下 :

―、前次募集資金的数額和資金割位肘同

径中国江券監督管理委員会核准(江監汗可 〔2017〕 1350号 ),本公司子2017

年 8月 10日向美国航杢ヨに公升友行 27Q606′272股 H股股票 ′友行倫格力 5。74港

〃 股′募集資金忠額力 1′ 553,28Q00o oO港元。募集資金干 2017年 8月 10日,E入

本公司在中国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升立的敗号力 012‐875‐ 1‐261228-6的港元銀行

朕戸中′其中決＼実岐資本的部分已由単弓威単振会汁師事努所 (特殊普通合侠)申

喰丼出具半島威隼振喰字第 1700475号喰資振告。上述募集資金按照 2017年 8月

10日牧款当日港元党換人民市中向倫 0.8544折合人民雨 1,327,122,432.00元 llD除

財努願同費、律師費、股票登記費及相美税費等友行費用等値人民雨 5,375′142.94元

后的募集資金浄額力人民雨 1,32■ 747′ 289.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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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資金実踪使用情況

裁至 2017年 12月 31日 ′前次募集資金的実隊使用情況与本公司ヨト公汗友行股票相美信息披露文件中美子募集資金承潜使用情況LMo

(― )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単位 :人民雨元

舅口襄Z奇金急額 :1′ 321,747,28906
E"員)H餞チヨ募集資金忠額 :1′ 321′ 747,28906

各期同使用募集資金忠額 :1,321,747′ 28906
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忠額 :000

2017年 8月 10日 -2017年 12月 31日期同 :L321′ 747′ 28906

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忠額比例 :000

麟 項目 募集資金投資恵額 alt日募集資金累汁投資額

項目迷到預定可使

用状恣日期(或載止

日項目麺 程度 )
序 号 承浩投資

項目 軸熙
募集后承潜投金額 実懸投資金額 募集前承措投資金

額

募集后承潜投資金額 実畷 金額 実ほ投資金

姉 噺

承浩投資金

額的差額

1

ネト充公司

一般返菅

資金
鰤壽始

1,321,747.28906 ■321,747,28906 1,321,747,28906 1,321′ 74乙28906 1,321,74■28906 ■32L747,28906 000 不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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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整和変更前次募集資金用途情況和原因

本公司不存在凋整和変更前次募集資金用途的情況。

(三 )前次募集資金使用項目対外鶉辻或置換情況説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資金使用項目対外特辻或畳換的情況。

(四 )臓肘陶置前次募集資金用子其他用途的情況説明

本公司不存在皓吋内畳前次募集資金用チ其他用途的情況。

三、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実硼数益情況対照表

本公司根据一般性授枚友行 H股相美公告中披露前次募集資金浄額已経全部用子

ネト充公司一般返首資金 ′因此 ′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実現致益情況不適用干上述投

資項目相美情況的披露。

四、前次募集資金的実隋使用情況与本公司定期掘告和具他倍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有美内容的差昇情況

本公司前次募集資金的実隋使用情況与本公司定期振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

露有美内容不存在差昇。

五、前次募集資金使用鱚余情況

裁至 2017年 12月 31日前次募集資金己姪全部使用完半。

六、菫事会意見

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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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隠投資項目

承潜年度

致益

累汁実現数益 是否迭到nif致益

序号

目

　

称

項

　

名

自2017年 8月 10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期向

自2017年 8月 10日至 2017

年 12月 31日止期同

1 不適用 不這用 不遣用 不適用



本公司童事会快力′前次募集資金已足額到位 ′公司已按照一般性捜収友行 H股

相美公告披目的募集資金用途使用了前次募集資金。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振告的内

容真実、准碗、完整 ′不存在虚儡週載、渓尋性際述或重大遺漏。

総
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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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8-022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 4 月 3 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

本次监事会应参会监事 3人，实际参会监事 3人。会议的召开及

表决等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2017 年 9 月 19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公司《截至 2017 年 8 月 17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报告》。 

2018 年 4 月 3日，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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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 年 4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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