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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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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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決議公告》、《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第二次會議

決議公告》、《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關於2021年上半年A股募集資金存放與實際使用情況

的專項報告》及《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謝兵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馬須倫及韓文勝；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長樂、顧惠忠、郭為

及閻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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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21-03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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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27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广州市白云区齐心

路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33楼3301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6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6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须伦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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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审议并表决，一致批准以下决议： 

（一）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摘要及业绩公告（包括

根据中国、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 

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2021年上半年A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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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确定外部审计师酬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四）设立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暂

定名，以实际工商注册名为准）； 

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五）公司依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公司2020

年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截至2021年6月30日累计转股的

结果，修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取消董事会

常务委员会、“回购股份”相关条款的修订，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七）《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

方案，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八）制订《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

法》； 

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九）制订《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办公会议事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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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十）修订《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事

规则》； 

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修订《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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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21-035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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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在广州市白云区

齐心路 68 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 35 楼 3519 会议室召开。应出席

会议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李家世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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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出席本次监事会的监事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摘要及业绩公告（包

括根据中国、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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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 2021 年上半年 A 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

过。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8 月 27日 
 



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

美子2021年上半年A股募集資金;

使用情況的青項授告

字放―b~実際

一、募集資金基本情況

(一 )実際募集資金金額、介倖 1位情死

1。2020年ヨト公升友行 A股般票

根据本公司 2019年 10月 30曰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袂決

洪、2019年 12月 27日 的 2019年第二次1脂 叶股末大会、2019年

第一次 A股炎男1股 末大会及 2019年 第一次 H股 炎男1股末大会決

袂 ,井径中国江券監督管理委員会千 2020年 5月 14曰 答友的

《美千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公升友行股票的批隻》

(江 監寺可[2020]918号 )的 核准 ,本公司 J卜 公升友行不起辻

2,453,434,457股 新股 (以 下筒称 “2020年 十公升友行 A股 股

票")。 裁至 2020年 6月 11日 止,本公司実隊♯公升友行人民

市普通股 (A股 )2,453,434,457股 ,毎股面値人民市 1。00元 ,毎

股友行介格 力人 民市 5。21元 ,募 集 資金 ′ヒ額共十人 民市

12,782,393,520。 97元 ,オロ除保存承硝費用 (合 増値税 )人 民市

2,000,000.00元 后 ,実 隊牧 Fll的 現 金 汰 殉 款 浄 額 力人 民市

12,780,393,520.97元 ,上述資金rll位情況已径半島威準振会サリT

事弁//T(特殊普通合侠 )詮江,井 出具半島威牛振詮字第 2000486

号詮姿扱告。上述現金汰殉款浄額オロ除由本公司支付的共化友行



費用 (合増値税 )共十人民市 4,308,207.55元 后,実体募集資金浄

額力人民市 12,776,085,313.42元 。

2。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装債

根据本公司2020年 5月 14曰 召升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洪決袂
～

2020年 6月 30日 召升的 2019年年度股末大会、2020

年第一次 A股炎男1股末大会及 2020年 第一次 H股炎男1股末大会決

袂,井径中国近券監督管理委員会千 2020年 9月 16曰 答友的

《美子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公升友行可特換公司債券

的llL隻 》 (近監寺可 [2020]2264号 )的核准,本公司公升友行

面値′も額人民市 160化 元的 A股 可装換公司債券 (以 下筒称

“2020年 公升友行 A股 可鶉債")。 裁至 2020年 10月 21日

止,本公司実豚公升友行可特換公司債券 160,000,000張 ,毎張面

値人民市 100。 00元 ,毎張友行介格力人民市 100。 00元 ,募集資金

′こ額共十人民市 16,000,000,000.00元 ,オロ除保存承硝費用 (合増

値税 )人 民市 17,691,726.00元 后,実 豚牧至1的 現金汰殉款浄額カ

人民市 15,982,308,274.00元 。上述資金rll位 情況已径半巧威準振

会十りT事券所 (特殊普通合侠 )詮江,井 出具半島威準振詮字第

2000749号 募集資金詮近扱告。上述現金汰殉款浄額オロ除泣由本公

司支付的其化友行費用 (合増値税 )共十人民市 2,704,354.28元

后,実豚募集資金浄額力人民市 15,979,603,919.72元 。

(二 )2021年上半キ慕集介金使用情尻及猪余情死

1。2020年ヨト公升友行 A般般票

本公司 2021年 上半年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 1,922,906,48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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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裁 至 2021年 6月 30日 ,已 累十使用募 集資金人 民市

8,889,052,249.85元 ,尚 未 使 用 的募 集 資 金 余 額 力 人 民市

3,887,033,063.57元 ,均未包括不1息 牧入及困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

牧益;募集資金存放銀行声生的不1息 牧入及困畳募集資金現金管

理 1丈 益共十人民市 244,114,260.68元 。千 2021年 6月 30日 ,本

公司対困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的尚未敗回或未至1期 金額合汁

力人 民市 4,116,360,000。00元 ,募 集資金敗 声余 額力人 民市

14,787,324.25元 。

2。2020年 /Ak升友行 A般可戟債

本公司 2021年 上半年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 2,277,589,976.54

元 ,裁 至 2021年 6月 30日 ,已 累汁使用募集資金人 民市

8,046,201,294.91元 ,尚 未 使 用 的募 集 資 金 余 額 力 人 民市

7,933,402,624。 81元 ,均未包括不1息 1文 入及困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

1文 益;募集資金存放銀行声生的不1息 牧入及困畳募集資金現金管

理牧益共十人民市 264,459,736.16元 。千 2021年 6月 30日 ,本

公司対困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的尚未政回或未至1期 金額力人

民 市 8,172,000,000。 00元 ,募 集 資 金 敗 片 余 額 力 人 民 市

25,862,360.97元 。

二、募集資金管理情況

(一 )募集資金的管理+1度情死

力規疱公司募集資金管理禾口使用,保伊投資者収益,本公司

根据 《上市公司監管指弓1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和使

用的監管要求》、 《上海江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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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法律、法規禾口規疱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1定 了

《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募集資金使用寺管理+1度 》 (以 下

筒称 “《募集資金管理キ1度 》")。

(二 )慕集介全管理情死

所次募集資金rll位 以来,本公司接照 《募集資金管理キ1度 》

的有美規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資金,根据 《募集資金管理十1

度》対募集資金実行寺声管理,在銀行没立募集資金寺声。

l.2020年 ♯/Ak升友行A股股票

2020年 6月 12日 ,本公司与保存机柏中国国隊金融股分有

限公司 (以 下筒称 “中金公司")及中国光大彼行股分有限公司

片州分行答汀了《募集資金を声存儲三方監管協袂》。協洪主要

条款与上海江券交易所 《募集資金寺声存儲三方監管177袂 (疱

本 )》 一致,不存在重大差昇。

本公司力本次♯公升友行 A股股票募集資金在中国光大薇行

股分有限公司声州分行下属分支机杓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升没募集資金寺声。募集資金至1敗后,已 ヌF叶全部存放

千募集資金寺声内。

2020年 10月 13日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1脂 叶会袂、第八届

監事会 1臨 時会洪同意増カロ本公司仝姿子公司南航南沙融資租賃

(片 州 )有 限公司 (以 下筒称 “南沙租賃公司")作力 2020年 ♯

公升友行 A股股票募集資金投資項目 (以 下筒称 “募投項目")

中 “引逃 31架式机項目"的 実施主体,ヌF由 本公司和南沙租賃/AN

司作力上述募投項目的共同実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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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 22日 ,本公司、南沙租賃公司与保存机柏中金

公司及中国光大像行股分有限公司声州分行答河了《募集資金寺

声存儲四方監管177洪 》。177袂主要条款均上海IIE券 交易所 《募集

資金を声存儲三方監管177袂 (疱本 )》 一致,不存在重大差昇。

南沙租賃公司力 2020年 ♯公升友行 A股股票募集資金在中国

光大彼行股分有限公司声州1分行下属分支机杓中国光大彼行股分

有限公司声州天河支行升没募集資金寺声。根据南沙租賃公司弐

机引逃付款逃度抜付的 2020年 ♯公升友行 A股股票募集資金全部

哲叶存放千核募集資金寺声内。

裁至2021年 6月 30口 ,本公司及南沙租賃公司(募投項目的

共同実施主体)対 困畳募集資金I14_行 現金管理的尚未嗅回或未Fll期

金額合十人民市 4,116,360,000。 00元 ,在升声彼行を声的募集資金

合十人民市 14,787,324.25元 ,共十人民市 4,131,147,324.25元 。

寺声具体情況女口下 :

升声名 升声行 敗 号

敗声余額

(人 民市元 )

38720188000280452 14,371,434.26中国南方航空股分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彼行股分有

限公司佛山分行

南航南沙融資租賃

(声 州 )有 限公司

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

限公司声州天河支行 38650188000188830 415,889。99

2。2020年 /Ak升友行A股可緒債

2020年 10月 21日 ,本公司 保々存机胸中金公司及中国光大

薇行股分有限公司声州分行答河了《募集資金寺声存儲三方監管

177袂 》。協袂主要条款々上海江券交易所 《募集資金を声存儲三

方監管177袂 (疱本 )》 一致,不存在重大差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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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力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装債募集資金在中国光大銀

行股分有限公司片州分行下属分支机杓中国光大彼行股分有限公

司佛山分行升没募集資金寺項敗声。募集資金rll敗 后,已 ヌF叶仝

部存放千募集資金寺項敗声内。

2020年 11月 13日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1購 叶会袂、第八届

監事会 1臨 時会袂同意増カロ本公司仝姿子公司南沙租賃公司作カ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猪債募投項目 “ス机殉畳、航材殉畳及象

修項目"中 11架 弐机賄畳項目的実施主体 ,日F由 本公司和南沙

租賃公司作力上述募投項目的共同実施主体。

2020年 11月 27口 ,本公司、南沙租賃公司々保存机杓中金

公司及中国光大彼行股分有限公司声州分行答汀了《募集資金寺

声存儲四方監管177袂 》。177洪主要条款々上海江券交易所 《募集

資金を声存儲三方監管177洪 (疱本 )》 一致,不存在重大差昇。

南沙租賃公司力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装債募集資金在中国

光大彼行股分有限公司片州分行下属分支机杓中国光大薇行股分

有限公司声州天河支行升没募集資金寺声。根据南沙租賃公司弐

机引逃付款逃度抜付的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鶉債募集資金全部

哲叶存放千核募集資金寺声内。

裁至 2021年 6月 30口 ,本公司及南沙租賃公司(募投項目的

共同実施主体)対 困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的尚未政回或未all期

金額合十人民市 8,172,000,000.00元 ,在升声彼行寺声的募集資金

合十人民市 25,862,360。 97元 ,共十人民市 8,197,862,360。 97元。を

声具体情況女口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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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声絡 升声行 敗号
敗声余額

(人 民市元 )

中国南方航空股倫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4R行股分有

限公司彿山分行 38720188000312602 21,605,166。 18

南航南沙融資租賃

(片 州 )有 lll公 司
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

限公司片州天河支行 38650188000197684 4,257,194。 79

三、2021年上半年募集資金的実際使用情況

(一 )慕投項目的介数 用情死

1。2020年ヨト公升友行 A股股票

根据本公司所被露的2020年 ♯公升友行 A股股票募集資金用

途,♯ 公升友行 A股募集資金在オロ除友行費用后主要用千引逃 31

架氏机項目及僕透公司借款両今項目。裁至 2021年 6月 30日 已

分 男1投 入 募 集 資 金 人 民 市 5,389,052,249.85元 及 人 民 市

3,500,000,000。 00元 ,均未包括不1息 1文 入及困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

1文 益 ,占 募 集 資金承港投 資′こ額 的♭ヒ例分男1カ 58.10%及

100。 00%。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杵募集資金用千其化用途。

募投項目的資金具体使用情況,清兄 《附表 1:2020年 十公

升友行 A股股票:2021年上半年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2.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特債

根据本公司所披露的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装債募集資金用

途,公升友行 A股可装債募集資金在オロ除友行費用后主要用千人

机殉畳、航材殉畳及象修項目,引 逃各用友功机及ネト充流功資金

三今項目。裁至 2021年 6月 30日 已分男1投 入募集資金人民市

2,949,269,871.52元 、 人 民 市 296,931,423.39元 及 人 民 市

4,800,000,000.00元 ,均未包括不1息 1文 入及困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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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 益,占募集資金承瑳投資′も額的♭ヒ例分男1カ 27.88%、 49.49%及

100。 00%。 除此え外,本公司未杵募集資金用千其化用途。

募投項目的資金具体使用情況,清 兄 《附表 2:2020年 /AN升

友行 A股可装債:2021年上半年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二 )慕投項目先期投入及互換情死

1。2020年ヨト公升友行 A股般票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規定,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以董事答字同意方式,一致通辻了《美子使用募集資金畳換先期

已投入資金的袂案》,同 意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 5,273,926,157。 75

元畳換 2019年 11月 1曰 至2020年 6月 11曰 上期同已萩先投入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箸資金,井 由半島威準振会十りT事 券所

(特殊普邁合侠)出 具了半島威準振寺字第2000813号 《対中国

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以自箸資金預先投入箸集資金投資項目情

況扱告的盗近扱告》。保若机杓中金公司已対本公司以募集資金

畳換預先已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箸資金出具了核査意几。

2.2020年 /Ak升友行 A股可特債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規定,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以董事答字同意方式,一致通辻了《美子使用募集資金畳換先期

投入資金的洪案》,同 意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 445,608,783.59元

互換 2020年 5月 15曰 至 2020年 9月 30日 上期同已萩先投入募

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箸資金,井 由半島威準振会汁りT事券所 (特

殊普通合侠 )出 具了半島威準振を字第 2001017号 《対中国南方

航空股分有限公司以白箸資金預先投入箸集資金投資項目情況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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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基逓扱告》。保存机胸中金公司已対本公司以募集資金置換

預先已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箸資金出具了核査意見。

(二 )用 困五募集資金哲吋オト充流劫資金情死

本公司 2020年 十公升友行 A股股票
～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

可装債,均不存在以困畳募集資金哲叶ネト充流功資金的情況。

(四 )対困五募集資金辻行現全管理,投資和美声品情死

1。2020年ヨト公升友行 A般般票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規定,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千 2020年 6月 23日 以董事答字同意方式,一致通辻 《美子対困

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的洪案》,在董事会常袂通辻え日起 12

今月内,同 意公司対♯公升友行 A股股票部分困畳募集資金逃行

現金管理,金額不超辻人民市 75化元 (合 )。 投資声品品/11カ 七

天逍タロ存款和大額存単,根据募集資金使用十え1,匹 配不同期限

的七天過失口存款禾口大額存単声品,在上述額度疱国内,資金可漆

功使用。現金管理期限白董事会常袂通辻え曰起 12今月内有妓。

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規定,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千

2021年 6月 4日 以董事答字同意方式,一致通辻 《美子延K使用

困五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的洪案》,延 K期 限自前次董事会授

枚有妓期結末え曰起 12今月,同 意公司対♯公升友行 A股股票哲

叶困畳募集資金延K逃行現金管理的最高額度不超辻人民市48化

元 (合 ),額度疱国内漆功管理,投資千七天重失口存款禾口大額存

単声品。

裁至 2021年 6月 30日 ,本公司不1用 困畳募集資金殉共的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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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政日的七天通失口存款本金力人民市 37,360,000。 00元 ,殉 采的尚

未rll期 的大額存単的本金力人民市 4,079,000,000。 00元。

2.2020年公升友行 A般可輪債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規定,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千2020年 10月 23日 以董事答字同意方式,一致通辻 《美子困畳

募集資金辻行現金管理的洪案》,在董事会常袂通辻え曰起 12今

月内,同 意公司対公升友行 A股可鶉債部分困畳募集資金逃行現

金管理,金額不起辻人民市 108化元 (合 )。 投資声品品紳力七

天重矢口存款和大額存単,根据募集資金使用汁え1,匹 配不同期IR

的七天通失口存款和大額存単声品,在上述額度疱国内,資金可漆

功使用。現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常洪垣辻え曰起 12今月内有妓。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規定,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千 2021年 6月 4日 以董事答字同意方式,一致通辻 《美子延K使

用困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的洪案》,延K期 限自前次董事会

授杖有妓期猪束え曰起 12今月,同 意公司対公升友行 A股可鶉債

哲叶困畳募集資金延K逃行現金管理的最高額度不超辻人民市 94

化元 (合 ),額度疱国内漆劫管理,投資千七夭通知存款
～

大額

存単声品。

裁至 2021年 6月 30日 ,本公司不1用 困畳募集資金殉共的尚

未政目的七天通失口存款本金力人民市 0.00元 ,殉 采的尚未rll期 的

大額存単的本金力人民市 8,172,000,000。 00元 。

(五 )用 超募介金永久イトん流劫介金或リヨ込4魚行贅款情尻

本公司 2020年十公升友行 A股股票和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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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装債,均 不存在起募資金。

(大 )超慕資金用子在建項目及新項目 (包お漁的介声等 )

的情苑

本公司 2020年 十公升友行 A股股票和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

可装債,均不存在起募資金。

(七 )市余募集資金使用情死

裁至 2021年 6月 30日 ,本公司2020年 ♯公升友行 A股股票

及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装債募集資金尚在投入辻程中,均不存

在使用市余募集資金的情況。

四、変更募投項目的資金使用情況

本公司 2020年 十公升友行 A股股票和 2020年 公升友行 A股

可装債,均 不存在交更募投項目情況。

五、募集資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同題

2021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叶、真実、准後、完整地被露了A股

募集資金的相夫信息,募集資金管理不存在逹規情形。

附表:1.2020年 十公升友行 A股股票:2021年 上半年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2.2020年公升友行 A股 可装債:2021年 上半年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此 更元正文,力 監章更 )

中国南方航空股

zozl +

鞣
司監章 )

右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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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0年ヨに公丹友行 A股股票 :2021年上半年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単位 :人民雨万元

募集資金忠額 (注 ) 1,277,6085〔 本年度投入募集資金忠額 192,29065

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忠額 不適用
已累汁投入募集資金忠額 888,90522

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忠額比例 不適用

歌港投資項目

已変更頂

目′含部分

変更 (女ロ

有 )

募集資金承

港投資忠額

(注 )

凋整后投資

忠額

載至期末承

港投入金額

(1)

本年度投

入金額

載至期末累

汁投入金額

(2)

載至期末累汁投入金額

埼承港投入金額的差額

(3)=(2)―(1)

載至期末投入

遊度 (%)
(4)=(2)/(1)

項目速到預

定可使用状

恣日期

本年度実

現的数益

是否迭到

預it数益

項目可行性是

否友生重大変

化

1引遊 31架■机

項目
不
口

927,6085〔 927,6085( 927,60853 192,2906〔 538,90522 (388,70331 581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
口

2億込公司借款 不
ロ

350,0000C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10000) 不適用 御 不適用

合if 1,277,6085〔 1,277,6085( 1,277,6085 192,2906〔 888,90522 (388,70331 69580/4

未迭到汁屹」遊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項目 ) 不適用

項目可行性友牛重大変化的情況悦明 不適用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先期投入及畳換情況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規定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以董事釜字同意方式 ′一致通道了 《美子使用募集資

金畳換先期已投入資金的波案》 ′同意使用募集資金人民雨 5,273,926,15775元置換 2019年 11月 1日至 2020

年 6月 11日止期同己預先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等資金 ′井由単弓威単振会汁lll事努所 (特殊普通合侠 )

出具了単弓威単振寺字第 2000813号 《対中国南方航杢股分有限公司以自等資 目情)兄

l反告的益II振告》。保存机胸中金公司己対本/AN司以募集資金置換預先己投入募集資

了核査意見。

用内畳募集資金暫吋ネト充流劫資金情況 不適用 ;ヽ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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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0年ヨF公汗友行 A股股票 :2021年上半年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鎮 )

対内畳募集資金遊行現金管理 ′投資相美声品情況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百七十八条規定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予 2020年 6月 23日 以董事釜字同意方式 ′一致通道

《美子対内畳募集資金遊行現金管理的波案》 ′在董事会申波通道之日起 12今月内 ′同意公司対ヨF公升友行 A股股

票部分内畳募集資金遊行現金管理 ′金額不超道人民市 75 fZ元 (含 )。 投資声品品神力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額存単声

品 ′根据募集資金使用汁北」′匹配不同期限的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額存単声品 ′在上述額度疱国内 ′資金可漆劫使用。

現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申波通道之日起 12今月内有数。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規定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予 2021年 6月 4日 以董事釜字同意方式 ′一致通道 《美子延K使用内畳募集資金遊行現金管理的双案》 ′延長期限

自前次董事会授枚有数期結東之日起 12今月 ′同意公司対ヨF公升友行 A股股票暫吋内畳募集資金延長遊行現金管理

的最高額度不超道人民雨 484Z元 (含 )′ 額度疱国内漆劫管理 ′投資予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額存単声品。

裁至 2021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利用内置募集資金殉異的尚未贖回的七天通知存款本金力人民雨 37,360,00000

元 ′殉異的尚未到期的大額存単的本金力人民雨 4,079,000,00000元。

用超募資金永久ネト充流劫資金或リヨ述銀行貸款情況 不適用

募集資金結余的金額及形成原因

本公司 2021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 1,922,906,48524元 ′載至 2021年 6月 30日 ′己累汁使用募集資金人

民雨 8,889,052,24985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資金余額力人民市 3,887,033,06357元 ′均未包括利息ll■入及内置募集

資金現金管理収益 ;募集資金存放銀行声生的利息収入及内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 ll■益共it人民雨 244,114,26068

元。子 2021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対内置募集資金遊行現金管理的尚未嗅回或未到期金額合汁力人民雨

4,116,360,00000元 ′募集資金敗戸余額力人民雨 14,787,32425元 。

募集資金其他使用情況 不適用

注 :本公司 2020年ヨF公升友行 A股股票募集資金忠額力人民雨 12,782,393,52097元 ′掴除保存承消費用 (含増値税 )人民雨 2,000,00000元

胸款浄勧 人民市 12,780,393,52097元。上述現金決殉款浄額掴除由本公司支付的其他友行費用 (含増値税 )共it人民市 4,308,20755元 后 ′

民市 12,776,085,31342元 。募集資金承港投資忠額根据実隊募集資金情況凋整力人民雨 12,776,085,313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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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戦債 :2021年上半年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単位 :人民雨万元

募集資金忠額 (注 )
1,597,960_3C 本年度投入募集資金忠額 227,7590C

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忠額 不通用
己累汁投入募集資金忠額 804,6201

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忠額しヒ例 不適用

承港投資項目

己変更項

目′含部

分変更

(女口有 )

募集資金承

潜投資忠額

(注 )

凋整后投資

忠額

載至期末承

浩投入金額

(1)

本年度投入

金額

載至期末累

汁投入金額

(2)

裁至期末累汁投入金額

萄承港投入金額的差額

(3)=(2)―(1)

載至期末投入

遊度 (%)
(4)=(2)/(1)

項目速到預

定可使用状

恣日期

本年度実

現的数益

是否迭到

預汁致益

項目可行性是否

友牛重大変化

1■机殉置、航

材胸畳及維修項目
不
口

1,057,9603C 1,057,9603〔 1,057,9603〔 225,9934〔 294,9269〔 (763,033401 2788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引遊各用友劫

lJl

不
ロ

60,0000C 60,0000C 60,0000( 1,76557 29,6931Z (30,306861 4949%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
ロ

3ネト充流劫資金 不
口

480,0000C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10000°/c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
ロ

合汁 1,597,9603〔 1,597,9603〔 1,597,9603〔 227,7590C 804,6201〔 (793,340261 5035%

未迭到汁刻遊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項目 ) 不適用

項目可行性友牛重大変化的情)兄悦明 不適用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先期投入及置換情況

限据本公司章程第―百七十八条規定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以董事釜字同意方式 ′一致通這了 《美子使用募集資金置

喚先期投入資金的波案》 ,同意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445,608,78359元 置換2020年 5月 15日 至2020年 9月 30日

LL期同己預先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等資金井由半弓威単振会汁llW事努所 (

字第 2001017号 《対中国南方月丸杢股伶有限公司以自等資金預先投入等集資

存机胸中金公司己対本公司以募集資金置換預先已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 ク
用内置募集資金暫吋ネト充流劫資金情況 不適用 野 甲 歴 ＼響

Ⅵ ツ



対内畳募集資金遊行現金管理 ′投資相美声品情況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規定 ′本公司第人届董事会予 2020年 10月 23日 以董事釜字同意方式 ′一致通述

《美子対内畳募集資金遊行現金管理的波案》 ′在董事会申波通這之日起 12今月内 ′同意公司対/AN升友行 A股可

装債部分内畳募集資金遊行現金管理 ,金額不超道人民市 1084Z元 (合 )。 投資声品品神力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額存

単声品 ′根据募集資金使用ifえ」′匹配不同期限的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額存単声品 ′在上述額度蒐国内 ′資金可漆劫

使用。現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申双通道之日起 12今月内有数。根据本公司章程第―百七十八条規定 ′本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子 2021年 6月 4日 以董事釜字同意方式 ′―致通道 《美子延長使用内置募集資金遊行現金管理的双

案》 ′延長期限自前次董事会授枚有致期結束之日起 12↑月 ′同意公司対公升友行 A股可装債暫吋内畳募集資金

延長遊行現金管理的最高額度不超道人民雨 944Z元 (含 )′ 額度疱国内漆劫管理 ′投資子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額存

単声品。

裁至 2021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利用内畳募集資金殉要的尚未贖回的七夭通知存款本金力人民市 000元 ′殉采的

尚未到期的大額存単的本金力人民市 8,172,000,00000元。

用超募資金永久ネト充流劫資金或リヨ逐銀行貸款情況 不適用

募集資金結余的金額及形成原因

本公司 2021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資金人民雨 2,277,589,976.54元 ′裁至 2021年 6月 30日 ′己累汁使用募集資金人

民市 8,046,201,29491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資金余額力人民市 7,933,402,62481元 ′均未包括利息収入及内畳募

集資金現金管理ll■益 ,募集資金存放銀行声生的利息収入及内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収益共汁人民市 264,459,73616

元。子 2021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対内畳募集資金遊行現金管理的尚未贖回或未到期金額力人 民市

8,172,000,00000元 ′募集資金懸戸余額力人民市 25,862,360.97元。

募集資金其他使用情況 不適用 み

附表 2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戦債 :2021年上半年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鎮 )

注 :本公司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装債募集資金忠額力人民雨 16,000,000,00000元 ′掴除保存承消費用 (合増値税 )人民雨 17,691,72600元后 ′実隊llM」的現金汰  :

殉款浄勧 人民雨 15,982,308,27400元。上述現金汰胸款浄額lEl除由本公司支付的其他友行費用 (含増値税 )共it人民雨 2,704,35428元后 ,実隊募集資金浄額力人

民雨 15,979,603,91972元。募集資金承浩投資忠額根据実隊募集資金情況凋整力人民雨 15,979,603,91972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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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以下简称“信息披露”）行

为，加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维护公司

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

香港证券期货及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

《内幕消息披露指引》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等上市地的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指引文件的要求，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实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

管理制度的第一责任人，公司总部各部门、各分公司、子公

司的负责人是其信息报告第一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

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组织和管理协调工作。董事会全体成员

必须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合法、公平、完整和

及时，且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

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三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实施，公司监事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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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监督，公司董事会对该制度的年度实施情况进行自我评估，

并在年度报告中的内部管治报告披露部分包涵本制度的实

施评估内容。监事会应对本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

期检查，对发现的重大缺陷及时督促董事会进行改正；监事

会应当形成对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实施情况的年度

评价报告，并在年度报告的监事会公告部分进行披露。 

第二章 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 

第四条本制度适用于如下机构和人员： 

（一）公司董事和董事会；

（二）公司监事和监事会；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四）公司总部各部门以及各分公司、子公司的负责人； 

（五）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 5%以上的大股东；

（六）收购人，重大资产重组、再融资、重大交易有关

各方等自然人、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破产管理人及其成员，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承担信息披露

义务的主体； 

（七）公司董事会秘书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

（八）其他负有信息披露职责的公司人员和部门。

以上单位和人员统称“信息披露责任人”。 

第五条 公司应当履行以下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 

（一）及时披露所有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可能产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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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或敏感的信息； 

（二）确保所披露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简明

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公司信息披露要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对待所有

投资者的原则，同时向所有投资者公开披露信息，以使所有

投资者平等获悉同一信息。不得提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泄露。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涉及公司经营、财务或者对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

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公司根据法律

规定，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

卖公司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证券。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要求信息披露责任人提供依法需

要披露但尚未披露的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前获知的前述

信息，在依法披露前应当保密。 

第六条 本制度所指的“信息”，指所有对公司证券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或与投资者作出价

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重大信息或重大事项以及上市地

证券监管部门及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信息。 

本制度中的“披露”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司在中国

证监会、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合

称“证券监管部门”）和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合称“证券交

易所”）指定或认可的媒体以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布的

信息，并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送达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



4 / 24 

所进行备案。 

第七条公司除按照强制性规定披露信息外，可自愿选择

主动、及时地披露所有可能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作出价

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但不得与依法披露的信息相

冲突，不得误导投资者。 

公司自愿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自愿性信

息披露应当遵守公平原则，保持信息披露的持续性和一致性，

不得进行选择性披露。 

公司不得利用自愿披露的信息不当影响公司证券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不得利用自愿性信息披露从事市场操纵

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八条 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必须及时以法定形式，报

送公司股票上市地交易所。 

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涉及财务会计、法律、资产评估等

事项，由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中介机构审查验收，并出具书面

意见。专业性中介机构及人员必须保证其审查验证的文件的

内容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且对此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公开披露的信息应在公司网站以及符合证券监管部门

规定条件的指定媒体予以发布，其他媒体披露的信息不得先

于指定媒体，不能以新闻发布或答记者问等形式代替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公告中出现错误、遗漏或误导的，公司将按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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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要求作出说明并公告。 

第九条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

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简单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保证公司信息披露及时、公平，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已

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除外。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应当对公司定期报

告及临时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

公平性承担主要责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应对公司财务报告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承担主要责任。 

公司的信息在正式披露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公司其他相关人员有直接责任确保该信息的知悉者控制

在最小范围内并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泄漏内幕信息，不得进

行内幕交易或配合他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第十条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及其他知情人员在公司的

信息公开披露前，应当将信息的知情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由于工作失职或违反本制度规定，致使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出

现失误或给公司带来损失的，对该责任人给予批评、警告，

直至解除其职务的处分，公司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经

济责任，并且有权向其提出适当的赔偿要求。 

第十一条公司内幕信息泄露时，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加

以解释和澄清，并报告公司证券上市地的证券交易所及证券

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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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如公司拟披露的信息或履行相关义务可能涉

及违反国家保密法规或重大商业机密事项，公司应向上市地

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监管部门申请豁免披露或履行相关义务。  

第十三条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公开承诺的，应当披露。 

第十四条公司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

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负有责任的董

事、监事、经理以及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

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作为在多地证券交易所同时上市的公司，鉴

于各地证券交易所在信息披露要求方面的差异，公司在信息

披露时应遵循“从严不从宽、从多不从少、各地同时披露”

的原则，以保证境内外投资者能公平、平等获悉相关信息。 

信息披露责任人在境外市场披露的信息，应当同时在境内市

场披露。 

第三章 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 

第十六条 公司应当披露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一）招股说明书；

（二）募集说明书；

（三）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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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季度报

告及与之相关的业绩公告、摘要； 

（五）临时报告，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监事会和股

东大会的决议公告、重大事件公告、关联交易公告、自愿性

公告等。 

（六）收购报告书；

（七）公司治理的有关信息，包括不限于：按照法律、

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披露的有关

公司治理方面的信息； 

（八）按照相关内容规则应当披露的对投资者做出价值

判断和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信息；及 

（九）其他根据上市地证券法规及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须予披露的信息。 

第十七条定期报告的披露： 

（一）定期报告的披露时间

1、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

完成年度报告，在指定报纸披露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在指定

网站上披露其全文。 

公司应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在有关会计年度结束后三

个月内在香港联交所指定的网站上尽快刊登年度业绩的初

步公告，时间上不得晚于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批准有关业绩

后的下一个营业日的早市或任何开市前时段开始交易（以较

早者为准）之前至少三十分钟。公司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结

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年度报告，并在香港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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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定的网站上登载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二个

月内编制完成中期报告并在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指定或

认可的媒体披露。 

公司应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在每个会计年度上半年结

束后的两个月内在香港联交所指定的网站上尽快刊登中期

业绩的初步公告，时间上不得晚于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批准

有关业绩后的下一个营业日的早市或任何开市前时段开始

交易（以较早者为准）之前至少三十分钟；公司应当于每个

会计年度的前六个月结束之日起三个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

中期报告，并在香港联交所指定的网站上登载中期报告全文。 

3、季度报告应在会计年度结束前三个月、九个月结束

后的三十日内编制完成并披露。 

（二）定期报告应当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司股票上

市所在地证券交易所各自之上市规则对于该等报告内容、格

式及编制规则的要求编制。 

（三）定期报告内容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未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定期报告不得披露。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

意见，说明董事会对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是否符合法

律、行政规制和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

内容是否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

提出书面审核意见。监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监事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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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报告出具的书面意见，应当说明董事会对定期报告的编

制和审议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规制和证券监管部门及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是否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定期报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在董事会或

者监事会审议、审核定期报告时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定期报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在书面确认

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公司应当披露。公司不予披露

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直接申请披露。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前述规定发表意见

的，应当遵循审慎原则，其保证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的责任不因发表意见而当然免除。 

（四）年度业绩公告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中期业绩公告及中期报告的财务报告毋须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但下列情形除外： 

1、公司连续两年亏损或被证券交易所予以特别处理的； 

2、公司拟在下半年办理配股申报事宜的； 

3、公司拟定中期分红方案（派发现金股息或股票红利）

或公积金转股方案，并将在下半年实施的； 

4、证券监管部门或证券交易所认为应当进行审计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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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报告的财务资料毋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但证券

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定期报告中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公

司董事会应当针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作出专项说明。 

（五）公司预计经营业绩发生亏损或者发生大幅变动的，

应当及时进行业绩预告。 

（六）定期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露，或者出现业绩传

闻且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出现异常波动的，公司应当

及时披露本报告期相关财务数据。 

第十八条公司临时报告的编制要按照公司股票上市所

在地证券交易所各自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发生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应当及时披露，并说明事件

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公司出现以下其他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应当自事

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如根据其他上市地证券法规或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

则须予披露的，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及上市规则履行披露及

报告程序： 

（一）变更公司名称、股票简称、公司章程、注册资本、

注册地，其中公司章程发生变更的，还应当将新的公司章程

在指定网站上披露； 

（二）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三）订立借贷、委托经营、受托经营、委托理财、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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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承包、租赁等重要合同，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发生重大债务，或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或公司

发生大额赔偿责任，或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六）直接或间接持有另一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5％以上； 

（七）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

增减变化达 5％以上； 

（八）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九）公司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经理发生变动；

除董事长或者经理外的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因身体、工作安排等原因无法正常履行职责达到或者预计达

到三个月以上，或者因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采取强制措

施且影响其履行职责； 

（十）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包括全部或主要业

务停顿、生产资料采购、产品销售方式或渠道发生重大变化； 

（十一）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申请破产的决定； 

（十二）新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可能对公司的经

营产生显著影响； 

（十三）聘任或者解聘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四）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被法院依法撤销；

（十五）法院裁定禁止对上市公司有控制权的股东转让

其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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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股份被

质押，任一股东所持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被冻结、司法拍

卖、托管、设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等，或者出现被

强制过户风险； 

（十七）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状态；

（十八）公司预计出现资不抵债，或公司预计经营业绩

发生亏损或者发生大幅变动的； 

（十九）获悉主要债务人出现资不抵债或进入破产程序，

上市公司对相应债权未提取足额坏帐准备的； 

（二十）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中国证监会调查或正受

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公司就违规事项公告时，应当事先报

告中国证监会）。 

（二十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

票的变动情况。 

（二十二）《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 

（二十三）公司出现股东权益为负值；

（二十四）公司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或者冻结；公司

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二十五）公司主要或者全部业务陷入停顿；

（二十六）获得对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的额外收益，

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二十七）会计政策、会计估计重大自主变更；

（二十八）公司开展股权激励、回购股份、重大资产重

组、资产分拆上市或者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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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因前期已披露的信息存在差错、未按规定披

露或者虚假记载，被有关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经董事会决定进

行更正；  

（三十）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刑事处罚，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或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受到其他有

权机关重大行政处罚；  

（三十一）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或者职务犯罪被纪检监察

机关采取留置措施且影响其履行职责；  

（三十二）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股票上市所在地证券交易

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十三）依照上市地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指引

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应予披露的其它信息。 

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重大事件的发生、进

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应当及时将其知悉的有关情况书面告知

公司，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在最先发生的以下任一时点，及时

履行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义务： 

（一）董事会或者监事会就该重大事件形成决议时；

（二）有关各方就该重大事件签署意向书或者协议时； 

（三）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知悉该重大事件发

生时。 

在前款规定的时点之前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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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现状、可能影响事件进展的风险因素：  

（一）该重大事件难以保密；

（二）该重大事件已经泄露或者市场出现传闻；

（三）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常交易情况。

第二十一条公司在披露临时报告或重大事项时，还应注

意以下几点： 

（一）公司披露重大事件后，已披露的重大事件出现可

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进展

或者变化的，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或者变化情况、可能产生的

影响。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本制度第十九条规定的重大

事件，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公司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参股公司发生可能对

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的，公

司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涉及公司的收购、合并、分立、发行股份、回购

股份等行为导致公司股本总额、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发生重

大变化的，应当依法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披露权益变动情

况。 

（四）公司应当关注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的异常交易

情况及主流媒体关于本公司的报道。证券及其衍生品种发生

异常交易或者在媒体中出现的消息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

生品种的交易产生重大影响时，公司应当及时向相关各方了

解真实情况，必要时应当以书面方式问询。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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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有责任及时、准确地告知公司是

否存在拟发生的股权转让、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事件，并

配合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五）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被中国证监会或其他

上市地证券监管部门或者公司股票上市所在地证券交易所

认定为异常交易时，应当及时了解造成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异常波动的影响因素，并及时披露。 

第二十二条 公司存在或正在筹划的收购、出售资产事

项、关联交易事项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应当遵循分阶段披露

的原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在该事件尚未披露前，董事和相关当事人应当确

保有关信息绝对保密；如果该信息难以保密，或者已经泄露，

或者公司股票价格已明显发生异常波动时，公司应当立即予

以披露。 

（二）上市公司就上述重大事件与有关当事人一旦签署

意向书或协议，无论意向书或协议是否附加条件或附加期限，

公司应当立即予以披露。 

上述协议发生重大变更、中止或者解除、终止的，公司

应当及时予以披露，说明协议变更、中止或者解除、终止的

情况和原因。 

（三）上述重大事件获得有关部门批准的，或者已披露

的重大事件被有关部门否决的，公司应当及时予以披露。 

第二十三条公司再融资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上市地证券监管部门（如适用）及证券交易所要求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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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披露。 

第四章 信息披露的管理机构 

第二十四条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由公司董事会统一领

导和管理。公司董事长为实施本制度的第一责任人，公司董

事会秘书负责协调具体工作。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的常设机构为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即信息披露管理事务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为公司与

公司股票上市所在地证券交易所的指定联络人，为公司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工作的具体协调人和对外发布信息的主要联

系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不能履行本制度制订的职责时由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代为履行；证券事务代表亦不能履行职责时，

由董事长指定其他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代为履行。 

第二十五条公司董事会秘书有权参加股东大会、董事会

会议、监事会会议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会议，有权了解公司

的财务和经营情况，查阅涉及信息披露事宜的所有文件。 

公司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应当从信息披露角度征询董

事会秘书的意见。公司有关部门应当向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披露所需要的资料和信息。 

第二十六条 公司（包括总部各部门、各分公司、子公

司）应当为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件，财务负责人

应当配合董事会秘书在财务信息披露方面的相关工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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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门、对外投资部门应配合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履行

职责，以确保及时披露公司定期报告以及临时报告。公司总

部各部门、各分公司、子公司均应配合董事会办公室开展公

司信息披露工作。 

第二十七条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接待投资者、投资

机构的来访、沟通和会议，联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面

对面交流、电话、电子邮件等。所作的交流事项必须严格按

本制度规定的信息披露内容和规则进行。 

第二十八条 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协调

和实施。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公司总部各部门、各分公司、子

公司经营管理人员（责任人）应及时将有可能涉及本制度所

规定的需披露事项通报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应及时审核

相关信息，确保信息披露的合法性；董事会秘书应将相关信

息和披露建议报告董事长并履行董事会相关的议事程序。 

第二十九条公司相关的会议或议事如涉及信息披露事

项的，会议召集人应通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人员列席。公司

在作出重大事项决定前应征询董事会秘书对信息披露事务

表述的意见。 

第三十条 公司总部各部门、各分公司、子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5%以上的大股东如在媒体刊登与公司信

息披露制度内容相关的宣传信息前，应征询董事会办公室意

见，以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 

第五章 信息披露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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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定期报告的编制、审议流程： 

（一）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

理人员应及时组织相关部门与人员，部署定期报告的编制工

作，确定工作进度，及时编制定期报告； 

（二）董事会秘书负责将编制完成的定期报告送达公司

董事审阅，并提请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审议定期报

告； 

（四）监事会负责对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定期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进行审核； 

（五）定期报告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秘书负

责组织定期报告的披露工作。 

第三十二条临时报告文稿由董事会秘书组织董事会办

公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各自上

市规则的有关要求起草，经董事会秘书和分管领导审核同意，

由董事长签发后进行披露。 

第三十三条 监事会有关的公告事项，由董事会办公室

负责起草，由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披露。 

第三十四条 公司信息披露应当遵循以下程序： 

（一）信息披露文件的制作；

（二）将上述文件报公司董事会秘书审核；

（三）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审核（如需）； 

（四）对外进行公告；

（五）对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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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重大事件的报告、传递、审核与披露程序：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部门知悉重大事件发生或已披露事件有重大进展、变化时，

应当立即向董事长报告； 

（二）董事长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董事会报告，

并敦促董事会秘书组织临时报告的编制与披露工作；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董事会书面

授权，不得对外发布公司未披露信息； 

（四）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董事会办公室及相关职能部

门，起草临时公告，并与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有关部

门联络，安排对外披露。 

第三十六条信息公开披露后，必要时董事会秘书根据董

事长的指示具体安排公司内部通报。 

第三十七条 公司董事、监事应当了解并持续关注公司

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公司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

重大事件及其影响，主动调查、获取决策所需要的资料。 

第三十八条公司监事应当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

行信息披露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关注公司信息披露情况，

发现信息披露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应当进行调查并提出处

理建议。 

第三十九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有关公司经营或者财务方面出现的重大事件、已披露的事件

的进展或者变化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 

第四十条 公司通过业绩说明会、“一对一”见面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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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接受投资者来访、投资者来函来电咨询等形式就公司的

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其它事件与任何机构和个人进行沟通

的，不得选择性披露信息，不得提供内幕信息。 

第四十一条 公司委派到子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应随时向公司报告子公司可能发生的风险信息、及时

向公司报告子公司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应配合信息披露事务

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公司各职能部门、各分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负责人是本

部门及本公司的信息报告第一责任人，督促本部门或公司严

格执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和报告制度，同时应当将本部门、

本公司发生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信息，及时、准确地通报给公

司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 

第四十二条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以下事件时，

应当主动告知公司董事会，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似业务

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二）法院裁决禁止控股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持股 5%

以上股份所持股份被质押，任一股东所持公司 5％以上股份

被冻结、司法拍卖、托管、设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

或者出现被强制过户风险； 

（三）拟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或者业务重组；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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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披露的信息依法披露前，相关信息已在媒体上传播

或者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出现交易异常情况的，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应当及时、准确地向公司作出书面报告，并配合

公司及时、准确地公告。 

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滥用其股东权利、支配地

位，不得要求公司向其提供内幕信息。 

第四十三条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和发行对象应当及时向公司提供相关信息，配合

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十四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应当及时向公司董

事会报送公司关联人名单及关联关系的说明。公司应当履行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并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制度。

交易各方不得通过隐瞒关联关系或者采取其他手段，规避公

司的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十五条 通过接受委托或者信托等方式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及时将委托人情况告

知公司，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十六条 公司定期的统计报表、财务报表如因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先于公司股票上市所在地证券交易所约

定的公开披露日期上报有关主管机关，应注明“未经审计，

注意保密”字样，必要时可签订保密协议。 

第四十七条 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责任人依法披露信息，

应当将公告文稿和相关备查文件报送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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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登记，并在指定的媒体发布。 

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责任人应当将信息披露公告文稿

和相关备查文件报送中国证监会广东省监管局，并置备于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供社会公众查阅。 

第六章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第四十八条公司聘请的顾问、中介机构工作人员、关联

人等若擅自披露公司信息，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保留追

究其责任的权利。 

第四十九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信息披露责任

人应积极、主动地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上市地证券监管部

门和公司股票上市所在地证券交易所依法对信息披露文件

及公告情况、信息披露事务管理活动进行的监督工作。 

第五十条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信息披露责任人

未依法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或者非法要求公司提

供内幕信息的，公司有权申请中国证监会责令其改正，并由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上市地证券监管部门和公司股票上市所

在地证券交易所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信息披露责任人在公司网站及其他媒体发

布信息的时间不得先于指定媒体，不得以新闻发布或者答记

者问等任何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报告、公告义务或泄漏未公

开的重大信息，不得以定期报告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临时报

告义务。 



23 / 24 

第五十二条公司对外信息披露的信息公告实行电子及

实物存档管理。董事会办公室应当妥善保存信息披露相关文

件及资料，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

记录。 

第五十三条 信息披露管理培训工作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组织。董事会秘书应当定期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各职能部门、各分公司及子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其他负有

信息披露职责的人员和部门开展信息披露制度方面的相关

培训，并将年度培训情况汇总存档。 

第五十四条 信息披露文件采用中文文本。如同时采用

中、英文文本的，应当保证两种文本的内容一致。两种文本

发生歧义时，以中文为准。如公司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

规则另有规定，以相关上市规则的规定为准。 

第五十五条公司内部涉及股价敏感和对股价有重大影

响的信息均系内幕信息。该等信息应严格按本制度进行内部

控制程序和披露程序。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未

公开披露的营业收入、利润、投资及投资收益、资产及负债、

融资情况、销售目标和收益管理目标以及其它财务指标和统

计数据；公司对产品（包括无形资产）的内部研发、未公开

的诉讼和仲裁事项等。 

第五十六条 公司员工不论因何种原因得知到公司内幕

信息，同样负有保密的责任和义务。 

第五十七条 凡因违反本制度的相关规定而引发被追究

法律责任的，当事人将承担其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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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经修订后的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执行。 

第五十九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以及公司股票上市所在地证券交易所各自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