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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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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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決議公告》、《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第六次

會議決議公告》、《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外匯風險管理方案的公告》、《中國南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延長使用閒置募集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公告》、《中國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21年度業績暨現金分紅說明會的公告》、《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報告》、《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及《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關於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延長使用閒置募集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核查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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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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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9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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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28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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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

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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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资料已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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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在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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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为河北航空有限公司提供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2亿元或

等值外币的担保；为 SPV公司提供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6亿元或

等值外币的担保；在江西航空有限公司的其他出资方以其出资比例

提供相应担保的前提下，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按出资比例为江西航空

有限公司提供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7.9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授权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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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方案； 

批准公司 8.5亿美元外汇风险管理方案。 

表决情况：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四）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同意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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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期现金管理方案。 

批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期现金管理方案，延长期限分别自前次董事会

授权有限期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其中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9 亿元

（含），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

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4 亿元（含），额度范围内滚

动管理，投资于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额存单等存款类产品。授权公司

财务部负责办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授权财务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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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签署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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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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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22-020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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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广州市白云区齐心

路 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 35楼 3519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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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任积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的通

知和资料已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的召

开及表决等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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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对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

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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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

事项； 

3.截至本意见提出之日，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对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监事会同意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厦门航空”）在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为河北航空有限公司（“河

北航空”）提供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2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为 SPV公司提供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6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在江西航空有限公司（“江西航空”）的其他出资方以其出资比例

提供相应担保的前提下，厦门航空按出资比例为江西航空提供累计

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7.9亿元的担保。上述担保事项充分考虑了上述

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拓宽其融资渠道，降低融

资成本，符合公司和厦门航空整体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2.担保对象河北航空、SPV 公司为厦门航空的全资子公司；江

西航空为厦门航空的控股子公司，担保以其他出资方以其出资比例

提供相应担保为前提。公司和厦门航空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其程序是合法、合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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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四）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同意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

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其程序是合法、合规的。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五）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期现金管理方案； 

监事会全体成员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期现金管理方案进行了审核，发

表意见如下： 

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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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可以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依法获得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 4 -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4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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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22-022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外汇风险管理方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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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方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外汇风险管理的目的及必要性 

公司的飞机预付款、飞机租赁款、航油、航材等主要以外币

计价，为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业绩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以

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

认知的金融衍生品开展套期保值交易，禁止任何风险投机行为，

实施外汇风险管理方案。 

二、相关决策程序 

2021年12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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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22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为进一步规避和防

范汇率风险，在2022年度计划项目下开展外汇风险管理，2022

年4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外汇

风险管理方案》，批准公司8.5亿美元外汇风险管理方案。 

本次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方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

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核，并经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1、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方案遵循合

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建立健全内控制度，控制投资风

险。基于市场表现和政策环境，公司分析了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

开展外汇风险管理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制定了严格的报告制度和

监控措施，明确了授权范围、操作要点与信息披露等具体要求，

并根据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确定了投资规模及期限。该方案有助

于公司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

造成不利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2、

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方案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3、同意公司8.5亿美元外汇风险

管理方案。 

 三、开展外汇风险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方式及授权  

公司拟开展的外汇风险管理工具包括远期、领口式期权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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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远期，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认知的金融衍生品开

展套期保值交易。 

为确保操作合规，授权公司经理层在公司《2022年度套期保

值计划》范围内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由公司金融衍生业务管

理委员会制订细化方案，授权公司外汇及利率风险管理小组择机

分批开展。交易对手均为信用优良、与公司有良好合作关系的金

融机构。  

（二）交易额度及期限 

本次拟开展的外汇风险管理额度为8.5亿美元，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2年4月28日至2023年4

月27日。 

（三）资金来源 

公司拟开展的外汇风险管理资金来源于银行授信资金，不存

在使用募集资金从事外汇风险管理的情形。 

四、开展外汇风险管理的风险分析 

（一）市场风险。公司存在美元负债及购汇需求，面临人民

币汇率变动导致的汇兑损益及购汇成本变化的市场风险。 

（二）流动性风险。公司保证在外汇衍生品交割时拥有足额

清算资金或选择净额交割以减少到期日现金需求。 

（三）履约风险。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对手均为信用优良、

与公司有良好合作关系的金融机构，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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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外汇风险管理的风险管理程序 

（一）公司开展的外汇风险管理以套期保值为目的，选择结

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认知的金融衍生品开展套期保值交易，

禁止任何风险投机行为；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额度不超过经公司

董事会批准的额度上限。 

（二）公司已制定《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办法》，该制度对基

本原则、工作职责、审批程序、操作流程、业务规范、风险防范、

应急机制、报告制度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三）加强交易对手管理，挑选与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外汇

衍生品，且外汇衍生品与业务背景的品种、规模、方向、期限相

匹配。 

（四）公司外汇风险管理小组负责跟踪外汇衍生品公允价值

变动，及时评估存量外汇衍生品合约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建立

应急机制，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或金融衍生品出现重大浮亏时及

时处理。 

（五）公司审计部门作为独立部门，负责对公司金融衍生品

业务进行内部审计。 

六、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及后续披露  

（一）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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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外汇风险管理业务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  

（二）公司开展外汇风险管理，达到交易披露标准的，将及

时披露。  

（三）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已开展的外汇风险管理相关信

息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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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22-023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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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4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以董事签字同意方式，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

延期方案，延长期限分别自前次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结束之日起12个月，

其中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8亿元（含），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4亿元（含），

额度范围内滚动管理，投资于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额存单等存款类产品。

授权公司签署相关文件，办理现金管理相关事宜。鉴于上述闲置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期限即将相继到期，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一致通过以下议

案： 

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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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延期方案，延长期限分别自第九届董事会授

权有效期结束之日起12个月，其中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含），公开发

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54亿元（含），额度范围内滚动管理，投资于七天通

知存款和大额存单等存款类产品。授权公司签署相关文件，办理现金

管理相关事宜。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0 年 6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27.82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7.76 亿元，用于引进 31 架飞机和偿还公司借款等募投项目。2020

年 10 月 13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批准，增加公司全资子

公司南航南沙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沙租赁公司”）

作为引进 31架飞机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已累计投

入人民币 113.41 亿元，其中完成投入偿还借款项目人民币 35 亿元，

投入引进 31 架飞机项目人民币 78.41 亿元，剩余资金人民币 14.35

亿元存于专户和进行现金管理。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余额共计人民币 17.71 亿元，含现金管理收益及专户

利息收入人民币 3.36亿元。具体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实施主体 专户余额 
现金管理余额 

七天通知存款 大额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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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0.01 0.15 17.49 

南沙租赁公司 0.06 - - 

合计 0.07 0.15 17.49 

（二）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20 年 10 月，公司完成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159.80亿元，用于飞机购置、航材购置及维修，引进备用发

动机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募投项目。2020 年 11月 13日，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临时会议批准，增加南沙租赁公司作为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飞机购置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已累计投入人民币 111.55 亿元，其中完成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人民币

48亿元，投入飞机购置、航材购置及维修项目人民币 57.19亿元，投

入引进备用发动机项目人民币 6.36亿元，剩余资金人民币 48.25亿元

存于专户和进行现金管理。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开发行 A 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余额共计人民币 52.93 亿元，含累计现金管理收

益及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 4.68亿元。具体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实施主体 专户余额 
现金管理余额 

七天通知存款 大额存单 

公司 0.35 - 52.52 

南沙租赁公司 0.06 - - 

合计 0.41 - 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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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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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股东利益最

大化原则，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将延

长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目的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

保不影响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情况下，公司拟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以增加公司收益。 

（二）额度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含），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4亿元（含）。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三）期限 

延长期限分别自前次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结束之日起12个月，即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延长期限自2022年6月23日至

2023年6月22日，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延长期限自2022年10月23日至2023年10月22日。 

（四）投资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及保障资金流，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投资品种为

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额存单等存款类产品，具体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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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不同产品和期限。 

（五）实施授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签署相关文件，在最高额度范围内办理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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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进度，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

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通过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四、风险控制措施 

（一）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的用途，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专

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在专户下为闲置募集资金

存放七天通知存款等存款产品开设专用结算子账户。根据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在授权范围内合理安排上述存款类产品，保证存款资金为闲

置募集资金。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做好信息披露； 



6 
 

（二）对存款产品进行持续跟踪，一旦发现或判断不利因素，将

及时采取措施收回存款本息，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三）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并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检查监督，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投入进度的情况下，以及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

关规定，同意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收益。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延期方案的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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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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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等规定。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依法获得收益，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

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

（含），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

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4亿元（含）。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南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意

见如下： 

1、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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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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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购买理财产品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3、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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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公司通过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计划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延

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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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22-02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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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12日（星期四）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至 5 月 11 日（星

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

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sair.com 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年

3 月 31 日发布公司 2021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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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日 16:00-17:00举行 2021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以下

简称“本次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 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月 12日 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

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马须伦先生 

独立董事：顾惠忠先生 

财务总监：姚勇先生 

董事会秘书：谢兵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年 5月 12日(星期四)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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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至 5 月 11 日(星

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

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sair.com 向公司提

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8620）86112480 

邮箱：ir@csair.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日 



中国南方航空股紛有限公司

戴至 2021年 12月 31日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扱告

根据中国II券盗督管理委員会印友的 《美子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報告的規定》 (II監友

行字[2007]500号 )的規定,中 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 “南方航空"、 “公司"

或 “本公司")裁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報告如下 :

一 、前次募集資金基本情況

(一 )実際募集資金金額、資金到敗吋同

1、 2020年 1卜公升友行 A股和ヨト公升友行 H股募集資金

(1)2020年 1卜公升友行 A股募集資金

姪中国iI券監督管理委員会 (以下筒称 “中国iI監会")《美子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

限公司♯公弄友行股票的批夏》 (II盗4可 [2020]918号 )核准,南方航空千 2020年 6月 H

日向中国南方航空集囲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 “南航集囲")♯公汗友行 A股股票 2,453,434,457

股,友行介格力 5.21元/股 ,募集資金恵額力人民市 12,782,393,520.97元 ,拍除保存承鋼費用

(含増値税)人民市 2,000,000.00元 ,実際1交到的現金汰賄款浄額力人民市 12,780,393,520.97

元,男外拍除庇由本公司支付的其他友行費用 (含増値税)共 it人民市 4,308,207.55元后,実

際募集資金浄額力人民市 12,776,085,313.42元 。

核次募集資金到敗吋同力 2020年 6月 11日 ,本次募集資金到位情況己径単弓威準振会it

師事努所 (特殊普通合伏)申詮,井予 2020年 6月 12日 出具半島威準振詮字第 2000486号 聡

資報告。

(2)2020年 1卜公升友行 H股募集資金

径中国II監会 《美子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増友境外上市外資股的批隻》 (II盗

4可 [2020]547号 )核准,南方航空子 2020年 4月 15日 向南尤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筒称 “南尤

控股 ")ヨト公弄友行 608,695,652股 H股股票 ,友行枡格力 5.75港 元/股 ,募集資金恵額力

3,499,999,999.00港 元,上述募集資金千 2020年 4月 15日 全部到敗,按照 2020年 4月 15日 牧

款当日港元見換人民市中同介 0.90819折 合人民市 3,178,664,999.09元 ,男 外拍除友行費用折合

人民市 3,570,544.56元后,募集資金浄額力人民市 3,175,094,454.53元 。

核次募集資金到敗吋同力 2020年 4月 15日 ,本次募集資金到位情況己径単弓威準振会it

師事努所 (特殊普通合伏)申馳,井千 2020年 4月 28日 出具半島威準振唸字第 2000406号 唸

資報告。



2、 2020年公弄友行 A股可特換公司債券募集資金

径中国II盗会《美子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公弄友行可緒換公司債券的批夏》(II

盗4可 [2020]2264号 )核准,公司公升友行A股可鶉換公司債券(以 下筒称“可結債 ")160,000,000

弘,毎弘面値力人民市 100.00元 ,募集資金恵額力人民市 16,000,000,000.00元 ,拍除保存承鎖

費用 (合 増値 税 )人 民 市 17,691,726.00元 ,実 際牧到 的現 金汰殉 款浄額力人 民 市

15,982,308,274.00元 ,男 外拍除泣由本公司支付的其他友行費用 (含増値税 )共 it人 民市

2,704,354.28元后,実際募集資金浄額力人民市 15,979,603,919.72元 。

核次募集資金到敗吋同力 2020年 10月 21日 ,本次募集資金到位情況己径半島威準振会

it帰事努所 (特殊普通合伏)申粒,井子 2020年 10月 21日 出具半弓威準振馳字 2000749号

募集資金聡iI報告。

(二 )募集資金的存放情況

1、 2020年 1卜公升友行 A股募集資金的存放情況

南方航空己按照 《上海II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只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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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iI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方法(2013年修 i4T)》

等規定以及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募集資金使用与管理制度》 (以 下筒称 “《募集

資金管理制度》"),対募集資金実行青声存儲制度,対募集資金的存放、使用、項目実施管

理、投資項目的変更及使用情況的監督等逃行了規定。

募集資金到位后,南方航空根据募集資金項目実際需要,在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庁

州分行下属分支机杓佛山分行升没募集資金寺項敗戸,実行寺款青用。南方航空及保存机杓中

国国際金融股扮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 “中金公司")己千 2020年 6月 12日 与中国光大銀行股

分有限公司庁州分行釜iT了 《募集資金三方監管跡洪》。2020年 10月 13日 ,南方航空第八届

董事会申波通辻了増加南方航空全資子公司南航南沙融資租賃 (庁州)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南

沙租賃公司")作力 2020年 1卜公牙友行 A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 (以 下筒称 “募投項目")中

“引逃 31架ヽ机項目"的実施主体,即 由南方航空和南沙租賃公司作力上述募投項目共同実

施主体。2020年 10月 22日 ,南方航空、南沙租賃公司与保存机杓中金公司及中国光大銀行股

分有限公司声州分行笠iT了 《募集資金寺声存儲四方監管切波》。南沙租賃公司力 2020年♯

公升友行 A股募集資金在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声州分行下属分支机杓声州天河支行升

没募集資金寺項敗声。根据南沙租賃公司ヽ机引逃付款逃度抜付的 2020年十公升友行 A股募

集資金全部暫吋存放千該募集資金寺項敗戸内。

裁止 2021年 12月 31日 ,募集資金寺項敗戸的存款余額如下 :

升声名 存放銀行 銀行敗声敗号

単位:人民市元

存款方式     余額

中国南方航空股扮 中国光大銀行股紛有限公司
38720188000280452

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活 期 46,950,13481



升戸名 存放銀行 銀行敗戸敗号 存款方式

南航南沙融資租賃

(庁州)有限公司

量

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限公司

声州天河支行
38650188000188830 活期 21,231,90994

68.182.044.75

南方航空力提高募集資金使用敷益,使用困畳募集資金汰賄了対公大額存単声品以及七天

通知存款。上述現金管理的投資声品的洋情如下 :

(1)七天通知存款情況

釜釣銀行

単位:人民市元

美型     起息日   年利率    金額

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合if

(2)大額存単情況

七天通知存款  2021/12/23

友行机杓   声品名称 声品癸型    金額

2025%     40,000,000.00

40.000.000.00

単位:人民市元

年利率期 限

中国光大銀行股                        2020.0623‐ 20230623
大額存単    存款美   190,000,o00.00

分有限公司                           (可 随H寸特il)

中国光大銀行股                        2020.06.23‐ 2023.0623
大額存単    存款美   809,000,00000

分有限公司                          (可 随吋特 i■ )

中国光大
/tt行

股                        20200623‐ 202306.23
大額存単    存款癸   290,000,00000

4/1有 限公司                          (可 随 ll・ltti■ )

中国光大銀行股                        2020.06.23‐ 20230623
大額存単    存款癸   1,000,000,000.00

分有限公司                           (可 随吋特il)

合サ1                   2,289,000,000.00

39%

39%

39%

3.9%

2、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特換公司債券募集資金的存放情況

南方航空己按照 《上海iI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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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管要求》《上海証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方法(2013年修iT)》

等規定以及公司 《募集資金管理制度》,対募集資金実行寺戸存rit制度,対募集資金的存放、

使用、項目実施管理、投資項目的変更及使用情況的監督等逃行了規定。

募集資金到位后,南方航空根据募集資金項目実隊需要,在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庁

州分行下属分支机杓佛山分行弄没募集資金寺瑛敗戸,実行寺款寺用。南方航空、保存机杓中

金公司己子 2020年 10月 21日 与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庁州分行笠汀了 《募集資金寺戸

余額



存倍三方監管切波》。2020年 H月 13日 ,南方航空第八届董事会申洪通辻了増加南方航空全

資子公司南沙租賃公司作力 2020年公牙友行 A股可結債募投項目中 “ヽ 机賄置、航材殉畳及

筆修項目"中 H架■机殉畳項目的実施主体,即 由南方航空和南沙租賃公司作力上述募投項

目共同実施主体。2020年 H月 27日 ,南方航空、南沙租賃公司与保存机杓中金公司及中国光

大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庁州分行釜汀了《募集資金寺戸存倍四方盗管協波》。南沙租賃公司力 2020

年公升友行 A股可鶉債募集資金在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庁州分行下属分支机杓声州天

河支行升没募集資金寺項敗声。根据南沙租賃公司ヽ机引遊付款逃度抜付的 2020年 公升友行A

股可特債募集資金全部哲吋存放千該募集資金寺項敗戸内。

裁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募集資金寺項敗戸的存款余額如下 :

升戸名 存放銀行

単位:人民市元

銀行敗戸敗号   存款方式   余額

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限
38720188000312602中国南方航空股紛有限公司

公司佛山分行

南航南沙融資租賃 (庁州) 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限
38650188000197684

有限公司

飢

活期

活 期

41,397,877.77

4,292,695.61

45.690.573.38

公司声州天河支行

公司力提高募集資金使用数益,使用閑畳募集資金汰賄了対公大額存単声品以及七天通知

存款。上述現金管理的投資声品的洋情如下 :

(1)七天通知存款情況

釜釣銀行

単位:人民市元

美型    起息日   年利率    金額

中国光大銀行股分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合it

(2)大額存単情況

友行机杓   声品名称   声品美型

七天通知存款 2021/12/7

金額

20250/0      18,000,00000

18.000,00000

単位:人民市元

年利率

中国光大銀行股

紛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銀行股

扮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銀行股

倫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銀行股

大額存単

大額存単

大額存単

大額存単

存款癸

存款美

存款癸

存款美

2020.10.26… 2023.10.26
32,000,000.00

(可随吋特■ )

20201026‐202310.26
002,000,000,000        (1丁

β直籠寸キをiL)

2020.10.26‐ 2023.10.26
.002,000,000,000        (7丁

DEけ寸キをiL)

.00  2020.10.26‐ 2023.10.262,000,000,000

40/0

4%

期限

4%



友行机杓 声品名称 声品美型 金額 期限 年利率

扮有限公司

合‖
‐

(可随吋特性 )

6.032、 000.00000

二 、前次募集資金的実際使用情況

(一 )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

1、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和ヨト公牙友行 H股募集資金

(1)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募集資金

裁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南方航空己累it使用上述 2020年 1卜公升2~ttt A股募集資金人民

市 10,695,237,293.60元 ,尚未使用募集資金余額力人民市 2,080,848,019.82元 。千 2021年 12

月 31日 ,南方航空対因畳募集資金逆行現金管理的尚未嗅 回或未到期金額力人民市

2,329,000,000.00元 ,募集資金寺項敗戸余額力 68,182,044.75元 ,募 集資金余額合 it力

2,397,182,044.75元 (含募集資金存放銀行声生的利息牧入及閑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収益共it人

民市 316,334,024.93元 )。

(2)2020年 ♯公牙友行 H股募集資金

裁至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公牙友行 H股募集資金己全部使用完半。

2、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結換公司債券募集資金

裁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南方航空己累it使用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特換公司債券募集

資金人民市 10,294,429,733.97元 ,尚未使用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可緒債募集資金力人民市

5,685,174,185.75元。子 2021年 12月 31日 ,南方航空対困畳募集資金逆行現金管理的尚未敗

回或未到期金額力人民市 6,050,000,000.00元 ,募集資金寺項敗戸余額力 45,690,573.38元 ,募

集資金余額合ittt 6,095,690,573.38元 (含募集資金存放銀行声生的利息収入及困畳募集資金

現金管理1文益共汁人民市 410,516,387.63元 )。

裁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南方航空前次募集資金的実際使用情況洋兄本報告附表 “募集

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2020年 1卜公升友行 A股募集資金"(附表 1‐ 1)、 “募集資金使用情

況対照表―-2020年 1卜公升友行 H股募集資金"(附表 1‐2)、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2020年 公牙友行 A股可特債募集資金"(附表 1-3)。

(二 )前次募集資金実際投資項目変更情況

裁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南方航空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未友生変更。

(三 )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対外橋i■或畳換情況



1、 2020年 ♯公升友行 A股募集資金

南方航空第八届董事会一致通辻了 《美子使用募集資金畳換先期投入資金的波案》,同意

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 5,273,926,157.75元置換 2019年 H月 1日 至 2020年 6月 H日 上期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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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師事努所 (特殊普通合秋)出具

了半弓威準振寺字第 2000813号 《対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以自箸資金預先投入募集資金

投資項目情況報告的釜IIE報 告》。保存机杓中金公司己対本公司以募集資金畳換預先己投入募

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等資金出具了核査意見。

2、 2020年 公升友行 A股可特債募集資金

南方航空第八届董事会一致通辻了 《美子使用募集資金畳換先期投入資金的決案》,同意

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 445,608,783.59元 畳換 2020年 5月 15日 至 2020年 9月 30日 止期同己預

先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等資金,井 由半弓威準振会it師事努所 (特殊普通合侠)出具了

半島威準振寺字第 2001017号 《対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以自箸資金預先投入募集資金投

資項目情況報告的基iI報告》。保存机杓中金公司己対本公司以募集資金畳換預先己投入募集

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等資金出具了核査意兄。

南方航空不存在募集資金項目対外特il的情況。

(四 )前次困畳募集資金使用情況悦明

1、 2020年♯公升友行 A股募集資金

2020年 6月 23日 ,南方航空第八届董事会通辻 《美子対閑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的波

案》,在董事会常決通辻之日起 12今月内,同 意公司対ヨト公升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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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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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支」,匹配不同期限的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額存単声品,在上述額度疱目

内,資金可漆功使用。2021年 6月 4日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通達 《美子延K使用困畳募集資

金逃行現金管理的波案》,同意公司ヨト公升友行 A股股票哲吋閑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的延期方

案,延K期限自前次董事会授板有数期結東之日起 12今月,閑畳募集資金延長逆行現金管理

的最高額度不超遣人民市 48 4Zl元 (含 ),額度疱国内漆功管理,投資千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額

存単等存款癸声品。

裁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南方航空利用困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的尚未敗回或未到期金

額合it力人民市 2,329,000,000.00元 ,其中,大額存単本金力人民T2,289,000,000.00元 ,七天

通知存款本金力人民T40,000,000.00元 。

2、 2020年公牙友行 A股可鶉債募集資金

南方航空第八届董事会通辻 《美子困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的波案》,在董事会申波通

辻之日起 12今月内,同意公司対公升友行 A股可特債部分困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金額不

超辻人民市 108 4Z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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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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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 4日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通達《美子延K使用困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的波案》,

同意公司公升友行 A股可緒債哲吋困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的延期方案,延 K期限自前次董事会

授杖有数期結束之日起 12今月,困畳募集資金延K遊行現金管理的最高額度不超遣人民市 94

化元 (含 ),額度疱国内漆劫管理,投資千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額存単等存款癸声品。

裁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利用閑畳募集資金逆行現金管理的尚未贖回或未到期金額

合it力力人民市 6,050,000,000.00元 ,其中,大額存単本金力人民雨 6,032,000,000.00元 ,七天

通知存款本金力人民7F18,000,000.00元 。

三、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 目実現敷益情況

南方航空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実現数益情況洋兄本扱告附件“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実

際数益情況対照表‐2020年 1卜公升友行 A股募集資金"(附表 2-1)、 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

実際敷益情況対照表-20020年 1卜 公升友行 H股募集資金"(附表 2-2)、 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

目実際数益情況対照表-2020年 公升友行 A tt nT特債募集資金"(附表 2-3)。

四、前次募集資金中用干決胸股紛的資声這行情況悦明

南方航空前次募集資金中不存在用千決賄股分的資声。

五、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与本公司年度報告己披露信息的比較

南方航空前次募集資金実隊使用情況与公司定期報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美

内容一致。

錆稔

南方航空董事会汰力,前次募集資金均己足額到位,南方航空己按募集資金規定用途使用

了前次募集資金。南方航空対前次募集資金的投向和逃展情況均如実履行了披露文努。

南方航空全体董事承諾本報告不存在虚俄遭裁、渓早性除述或重大遺漏,井対其真実性、

准碗性、完整性承担今別和達帯的法律責任。

附件:1.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2.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実際数益情況対照表

ユ
ハ



附件 1-1

中国南方航空股紛有限公司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一-2020年ヨド公牙友行 A股募集資金

注 1:本公司 2020年 A股募集資金恵額力人民雨 12,782,393,520.97元 ,IΠ除保存承硝費用 (含増値税)人民市 2,000,000.00后 ,実際牧到的現金汰賄款浄額力人民市 12,780,

393,520.97元 。上述現金快賄款浄額オn除庇由本公司支付的其他友行費用 (合増偵税 )共 tl‐人民市 4,308,207.55元 后,実隊募集資金浄額力人民市 12,776,085,313.42元 。募集資金

裁止日期:2021年 12月 31

編制単位: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

募集資金恵額:1,277,60853 己累)1使用募集資金恵額:1,069,523.73     1琶
表

口
1格

=]~Zミ

〕

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忠額:不遣用 各年度使用募集資金恵額:1,069,523.73

20201Fl吏 用 : 696,614.58

2021年使用:372,909.15交更用途的募集資金忠額比例:不適用

投資項目 募集資金投資恵額 裁止日募集資金累)1投資額

項目迷到預定可使用状恣日期

(或裁止日項 目完工程度 )
序号 承堵投資項日 実隊投資項目

募集前承堵

投資金額

募集后承諾

投資金額

実隊投資

金額

募集前承諾

投資金額

募集后承諾

投資金額 (注 1)

実隊

投資金額

共豚投資金額与募

集后承堵投資金額

的差額 (注 2)

1
引逃 31架 ヽ机 引遊 31架ス机 927,60853 927,60853 719,52373 927,60853 927,60853 719,52373 ‐208,08480 7757%

僕述公司借款 僕逐公司借款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000 100%

〈
ロ

1,277,60853 1,277,608.53 1,069,52373
1,277,6085

3

1,277,60853 1,069,52373 ‐208,08480



承諾投資忌額根据実際募集資金情況調整力人民雨 12,776,085,313.42元 。

注 2:裁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己累tl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 10,695,237,29360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資金余額力人民雨 2,080,848,019.82元 ,均未

集資金現金管理1文益;募集資金存放銀行声生的利息牧入及困宣募集資金現金管理1文 益共tl人 民中 316,334,024.93元 。裁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本

理的尚未敗回金額合il力人民雨 2,329,000,000.00元 ,募集資金寺項敗戸余額力人民市 68,182,044.75元 。

中 国

歯方胤室般働
有眠公r―l



附件 12

中国南方航空股紛有限公司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一-2020年ヨト公牙友行 H股募集資金

注 3:本公司2020年 H股募集資金恵額折合人民TJ 3,178,664,999.09元 ,In除友行費用折合人民市3,570,54456元后,募集資金浄額力人民市3,175,094,454.53元 。募集資金承

琳投資恵額根据実際募集資金情況調整力 3,175,094,45453,じ

裁止 日期:2021年 12月 31

編制単位:中国南方航空股f/1有 限公司

募集資金恵額:317,509.45 己累‖使 用募集資金恵額:317,509.45      
秋

田

翼 僣 ま rWメ ト ノ

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恵額:不適用 各年度使用募集資金恵額:317,509.45

2020年使用:317,509.45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恵額しヒ例:不適用

投資項目 募集資金投資息額 裁止日募集資金累)1投資額

項 目迷lll預定可使用状恣日期

(或裁止日項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諾投資項目 実際投資項目
募集前承堵

投資金額

募集后承諾

投資金額
実際投資金額

募集前承諾

投資金額

募集后承諾

投資金額 (注 3)

実際

投資金額

実際投資金額与募

集后承鶯投資金額

的差額

1

ネト充公司一般

送菅資金

ネト充公司一般

送菅資金
317,50945 317,50945 317,50945 317,50945 317,50945 317,509.45 100%

〈
ロ

317,50945 317,50945 317,509.45 317,509.45 317,50945 317,50945 000



Ilft'f* t-s

中国南方航空股紛有限公司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一-2020年公牙友行 A股可特債募集資督

裁止日期:2021年 12月 31
ス
が
費編制単位:中国南方航空股扮有限公司

募集資金恵額:1,597,960.39 己累‖使用募集資金′患額:1,029,442.97   7ヽЬ＼ 浩 止 f罫
~∠

、 J

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忠額:不適用
し

交更月1途的募集資金忌額しヒ例:不遣用

投資項目 募集資金投資恵額 裁 lL日 募集資金累tl投資額

序号 承青投資項日 共隊投資項目
募集前承昔

投資金額

募集后承諾

投資金額
実際投資金額

募集前承諾

投資金額

募集后承諾

文資金額 (注 4
実際投資金額

輿隊投資金額均奏

棗后承備投資金勧

的差額 (注 5)

項目送到預定可使

調状杏日期 (或裁止

日項目完工程度 )

1

■机賄畳、航材

殉畳及鍵修項目

ヽ机殉畳、航材殉

畳及雛修項目
1,057,960.39 1,057,960.39 490,484.49 1,057,960.39 1,057,960.39 490,484.49 -567,475.90 46.36%

引遊各用友劫机 引遊各用友功机 60,000.00 60,000.00 58,958.48 60,000.00 60,000.00 58,958.48 -1,041.52 98.26%

ネト充流劫資金 ネト充流功資金 480,000.00 480,000.00 480,000.00 480,000.00 480,000.00 480,000.00 100%

〈
］

1,597,960.39 1,597,960.39 1,029,442.97 1,597,960.39 1,597,960.39 1,029,442.97 -568,517.42



注 4:本公司 2020年 A股募集資金恵額力人眠巾 16,000,000,000.00元 ,II除 保存承 4肖 費用 (含増値税 )人民市 17,691,72600后 ,実際 1欠 到的現金汰賄款浄額力人民雨

15,982,308,274.00元。 L述現金汰殉款浄額オΠ除泣山本公司支付的其他友行費川 (含増値税 )共シ1人 民市 2,704,35428元后,実際募集資金浄額力人民市 15,979,603,91972元 。募

集資金承諾投資恵額根据実際募集資金情況調整力 15,979,603,919_72元 。

注5:裁全2021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己累tl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10,294,429,733.97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資金余額力人民T5,685,174,185.7QJ 1文入及因

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収益;募集資金存放銀行声生的利息牧入及因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収益共サ|‐ 人民市 410,516,387.63元 。裁至 2021年 12月 行

現金管理的尚未敗回金額合tl力人民下 6,050,000,000.00元 ,募集資金寺項敗戸余額力人民市 45,690,573.38元 。

旱
諮押a可



附件 21

中国南方航空股紛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実現数益情況対照表-2020年ヨト公牙友行 A股募集資金

裁止 同期:2021年 12月 31[|

金額単位 :人 民市元幼1制 単位 :中 国南方航空股分イ∫限公 :」

共隊投資項目

裁止日投資項 目累汁声能利用率 承諾数益
最近三年共隊数益 裁止日

累汁実現敷益

是否送到

預汁数益
序号 項日名称 2019 2020 2021

1
引遊 31架 χ机 不造用 不遣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遣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僕述公司借款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遣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遣用 不遣用

〈
ロ ノ 価 ヽ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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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中国南方航空股紛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実現数益情況対照表-2020年ヨト公牙友行 H股募集資金

裁lL日 刃l: 20214112月 31日

究制単位:中 l可 南方航41股分有限公:J                                      金額単位:人民市元

実際投資項目

裁止日投資項 目累汁声能利用率 承青敷益
最近三年実隊数益 裁止日

累汁実現敷益

是否迷到

預汁数益
序号 項目名称 2020 2021

1
ネト充公司一般送菅資金 不遣用 不造用 不通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造用 注 1

〈
ロ ″ 価 ヽ 一

注 1:2020年 1卜 公升友行 H股募集資金用千ネト充公司一般送菅資金,光法単独核算数益,取得募集資金降低了本公司的資声負債率 ,

1・増強本公司抗lXt隆的能力和尭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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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中国南方航空股紛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実現数益情況対照表-2020年公牙友行 A股可特債募集資金

裁止日期:2021年 12月 31日

編制単位:中国南方航空股倫有限公司 金額単位 :人民市元

実際投資項目

裁止日投資項 目累汁声能利用率 承諾数益
最近三年実際数益 裁止日

累汁実現敷益

是否送到

預汁妓益
序号 項目名称 2019 2020 2021

1
■机殉畳、航材殉畳及繊修項目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造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遣用 不適用

引逃各用友劫机 不適用 不造用 不遣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造用

ネト充流劫資金 不通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遣用 不造用

〈
日

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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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监管规定及《中

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对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

项及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厦门航空”）向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事项进行了审慎调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同意厦门航空为河北航空有限公司（“河北航空”）、SPV

公司及江西航空有限公司（“江西航空”）分别提供累计余额不

超过人民币 52 亿元、26亿元及 17.9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事

项。上述担保事项充分考虑了上述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

要，有利于拓宽其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公司和厦门航

空整体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担保对象河北航空、SPV公司均为厦门航空的全资子公司，

江西航空为厦门航空的控股子公司，担保以其他出资方出资比例

提供相应担保为前提。公司和厦门航空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

险，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董事会对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地上市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外汇风险管理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监管规定，我

们认真审阅了公司关于外汇风险管理方案的相关材料，并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方案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

则，建立健全内控制度，控制投资风险。基于市场表现和政策环

境，公司分析了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开展外汇风险管理的可行

性与必要性，制定了严格的报告制度和监控措施，明确了授权范

围、操作要点与信息披露等具体要求，并根据公司的风险承受能

力确定了投资规模及期限。该方案有助于公司规避外汇市场的风

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提高外汇

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 

2.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方案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同意公司 8.5亿美元外汇风险管理方案。 

三、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编制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符合证监会、上交所等发



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违规的情形。 

四、关于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根据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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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修订）》，上交所《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监管规定，

我们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期现金管理方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投入进度的情况下，以及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根据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拟延

长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收益。 

 

刘长乐      顾惠忠      郭  为      阎  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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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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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司”）2020 年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及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法》、《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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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修订）》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南方

航空拟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

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0 年 6 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7.82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7.76 亿元，用于

引进 31 架飞机和偿还公司借款等募投项目。2020 年 10 月 13 日，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临时会议批准，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航南沙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沙租赁公司”）作为引进 31 架飞机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已累计投入人民币

113.41 亿元，其中完成投入偿还借款项目人民币 35 亿元，投入引进 31 架飞机项

目人民币 78.41 亿元，剩余资金人民币 14.35 亿元存于专户和进行现金管理。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余额共计人民币 17.71 亿元，

含现金管理收益及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 3.36 亿元。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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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实施主体 专户余额 
现金管理余额 

七天通知存款 大额存单 

公司 0.01 0.15 17.49 

南沙租赁公司 0.06 - - 

合计 0.07 0.15 17.49 

（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20 年 10 月，公司完成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6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9.80 亿元，

用于飞机购置、航材购置及维修，引进备用发动机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募投项目。

2020 年 11 月 13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批准，增加南沙租赁公司作

为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飞机购置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累计投

入人民币 111.55 亿元，其中完成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人民币 48 亿元，投入飞机购

置、航材购置及维修项目人民币 57.19 亿元，投入引进备用发动机项目人民币 6.36

亿元，剩余资金人民币 48.25 亿元存于专户和进行现金管理。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余额共计人民币 52.93 亿元，含累计

现金管理收益及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 4.68 亿元。具体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实施主体 专户余额 
现金管理余额 

七天通知存款 大额存单 

公司 0.35 - 52.52 

南沙租赁公司 0.06 - - 

合计 0.41 - 52.52 

二、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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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将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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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目的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进度情况下，公司拟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增加公司收益。 

（二）额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19 亿元（含）注1，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

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4 亿元（含）注2。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资金可滚动使用。 

（三）期限 

延长期限分别自前次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即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延长期限自 2022 年 6 月 23 日至 2023 年 6 月 22

日，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延长期限自 2022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0 月 22 日。 

（四）投资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及保障资金流，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投资品种为七天通知存

款和大额存单等存款类产品，具体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匹配不同产品和期限。 

（五）实施授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总经理签署相关文件，在最高额度范围内办理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1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额度略高于募集资金余额，主要系考虑到后续现金管理所产生的收益，其总额

将会有所增加 
2
 同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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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公司

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

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进度，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

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通过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四、风险控制措施 

（一）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的用途，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专户不得存放

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在专户下为闲置募集资金存放七天通知存款等存

款产品开设专用结算子账户。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在授权范围内合理安排上

述存款类产品，保证存款资金为闲置募集资金。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做好信息

披露； 

（二）对存款产品进行持续跟踪，一旦发现或判断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措

施收回存款本息，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三）保荐机构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同意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延期

方案，延长期限分别自前次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其中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9

亿元（含），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

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4 亿元（含）。 



5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同意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延期

方案，延长期限分别自前次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其中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9

亿元（含），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

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4 亿元（含）。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了同

意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南方航空的保荐机构，中金公司认为： 

1、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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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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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购买理财产品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3、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实施的前提下，公司通过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

定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南方航空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计划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6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珏  龙  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