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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发行情况报告书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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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本公司/南方航空/

发行人
指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南航集团 指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南龙控股 指 南龙控股有限公司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H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境外投资者发行、经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审查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港币认购和进行交

易的普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本

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包

括南航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

的数量上限）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76,678 万股 A 股股票之

行为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 指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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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1、2010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关于<中国南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

案》、《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及南龙控股

有限公司免于发出全面收购要约的议案》、《聘请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保荐

机构、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之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有关事宜的

议案》、《关于因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而相应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2、2010年4月13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0]269号），同意中国南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3、2010年4月30日，公司召开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年第一次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1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4、2010年5月5日，证监会正式受理了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受理文号

为100760号；

5、2010年8月20日，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

6、2010年9月15日，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243号文《关于核准中国南方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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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发行人本次发行。

二、本次发行证券的情况

本次发行方案已获发行人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年第一次A股类

别股东大会、201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通过，授权南方航空董事会实

施，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发行证券的种类：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发行规模：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不超过176,678万股，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亿元。

3、发行证券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4、发行底价：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底价为每股5.66元人民币，不

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

5、发行数量、发行底价的调整：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底价

将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底价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

股数为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A，每股派息为D，调整后发行底价为P1（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A股价格不低于每股面值人民币1.00

元，H股价格不低于每股等值于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港币），则：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 P0+AK)/（1+K）

三项同时进行：P1=( P0-D+AK)/（1+K+N）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发行数量将参照经上述公式计算的除权、除息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6、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9,999,990,000元，扣除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的保荐承销费用等发行费用161,620,285.4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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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8,369,714.52元。2010 年10月21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就特定投资者以

现金方式认购南方航空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

KPMG-C(2010)CR No.0003号《验资报告》。

7、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15.015亿股新增股份的登记及限售手续于2010

年10月XX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8、保荐机构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

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本公司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并遵照价格优先及数量优先等原则，确

定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如下投资者：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万股）

限售期

（月）

1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12,390 36

2 赵晓东 15,900 12

3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180 12

4 芜湖瑞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9,420 12

5 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660 12

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900 12

7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15,900 12

8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900 12

9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900 12

合计 150,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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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 7,591,276,000元

法定代表人：司献民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机场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经营集团公司及其投资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的全部国有资产和

国有股权

2、赵晓东

国籍：中国

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人和街 125 号

3、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兰荣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4、芜湖瑞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方德才

注册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春路8号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咨询等业务

5、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5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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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俊

注册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24号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向建筑材料、化学建材、新型材料、化工、金属、非金属、咨询

服务及非金融产业进行投资；经营、销售各类建材、电子、金属（国家限定经营

的除外） 、非金属产品，场地平整服务；大型会务服务。

6、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陈德贤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8号静安广场裙楼2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

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7、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郏建青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物流园8街1号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融资租赁及其它经济合同

的担保

8、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谢一群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民生路1286号上海汇商大厦17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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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9、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杨鶤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29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上述发行对象中，南航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南航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H股完成后，南航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约

52.8%的股份，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四、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

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

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

程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

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201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

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中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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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的主体资格合法，本次

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授权和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具备，募

股资金运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重大问题；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文件合法有

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

数、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数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8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南方航空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3,300,000,000 50.24 国家股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47,951,398 21.84 境外上市外资股

3 南龙控股有限公司 721,150,000 9.01 境外上市外资股

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

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59,659,603 0.75 人民币普通股

5
中国银行－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

基金
39,900,000 0.5 人民币普通股

6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36,999,750 0.46 人民币普通股

7
交通银行－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

基金
33,299,873 0.42 人民币普通股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28,319,993 0.35 人民币普通股

9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平衡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7,395 0.26 人民币普通股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999,928 0.22 人民币普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 A 股股东情况

截至 2010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前十名 A 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4,145,050,000 43.61 国家股

2 芜湖瑞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94,200,000 2.04 人民币普通股

3 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6,600,000 1.86 人民币普通股

4 赵晓东 159,000,000 1.67 人民币普通股

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59,000,000 1.67 人民币普通股

4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159,000,000 1.67 人民币普通股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趋势

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000,000 1.26 人民币普通股

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90,000,000 0.95 人民币普通股

9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80,000,000 0.84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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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股份性质

保险产品-022L-CT001 沪

1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

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

64,993,748 0.68 人民币普通股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业务、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收入结构变化

1、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公司资本金实力将显著增强，净资产水平得

到明显提高，有利于优化发行人资本结构，缓解公司的偿债压力，提高公司的盈

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为公司进一步发挥主业优势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债务，

对公司主营业务的范围不会产生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随着资金的注入和债务结构的优化，公司的

主营业务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水平将得到明显改

善。

2、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公司将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

股本结构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相关的事项进行修改。除此之外，其他内容

不做调整。

3、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南航集团，但公司的股本结

构将发生变化。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150,150 万股 A 股股票，其中南航集团将增加

12,390 万股 A 股股票。

4、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的完成而发生变化。

5、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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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得到增加。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如下：

1、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得到增加，拟募集资金偿还

贷款后，公司负债水平将下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降低，从而提升公司的资本

实力。与此同时，公司流动比率将得到提高，短期偿债能力有效提升，有利于降

低公司的财务风险，节约利息费用。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后，公司的利息费用支出

将得以减少，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3、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随着公

司运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公司偿债能力将有所改善，公司的筹资能力也将

有所提升，有利于公司未来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的增加。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

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的完成，将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南航集团及其关

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存在同业竞争和潜在同业竞

争关系，也不会导致新增关联交易。

（四）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公司为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的完成，不会导致公司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亦不会导致公司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担保的情

形。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随着资本实力的提升和债务结构的优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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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抗风险能力和盈利水平将得到明显改

善。

第三节 发行人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司献民                            李文新                      王全华

刘宝衡                            谭万庚                       张子芳

徐杰波                            陈振友                       王  知

隋广军                            贡华章                       林光宇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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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及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 发行人：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司献民

经办人员： 谢兵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 278 号

联系电话： 020-86124462

传真： 020-86659040

（二）保荐机构：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保荐代表人： 曾年生、方向生

项目协办人： 赵耀

办公地址： 上海市常熟路 8 号静安广场 6 楼

联系电话： 021-62078613

传真： 021-62078900

（三）联席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办公地址： 上海市常熟路 8 号静安广场 6 楼

联系电话： 021-62078613

传真： 021-62078900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联席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弘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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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层

联系电话： 010-58328888

传真： 010-58328954

联席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38-45 楼

联系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121

（四） 审计机构：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唐家成

经办注册会计师： 彭菁、王洁

办公地址： 北京市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二办公楼八层

联系电话： 010-85085000

传真： 010-85086511

（五） 发行人律师：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刘怀玉

经办律师： 章震亚、吕晖、吴晓青

办公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粤海大厦 21 楼

联系电话： 020-87302008

传真： 020-873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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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结构声明

一、保荐人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赵 耀

保荐代表人：                                  

               曾年生               方向生

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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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除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依法对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发表的结

论意见外，联席主承销商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及发行人提供的文件材料进行了核

查，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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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随函所附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情况报告书》（“发行情况报告书”）节选中注明的（即

标注A的数据）引用本所就本次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增加注册资本出具的验资报告（“验资报告”）的有关数据，并对标注A的数据执

行了如附件一所示的程序，以确认所附节选中引用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相关内容

无矛盾之处。我们不会对发行情况报告书引述的验资报告的内容选择及列示发表

意见，我们也不会对发行情况报告书引述的验资报告内容的完整性发表意见。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确认随函所附的发行情况报告书节选中注明的引用

验资报告的有关数据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相关内容无矛盾之处。

经办注册会计师：                              

               彭  菁            王  洁

会计师事务所授权负责人：             

                            吴嘉宁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201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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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

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经办律师：                                                    

               章震亚               吕晖              吴晓青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刘怀玉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201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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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

2、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3、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4、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

5、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投资者可到本公司的办公地点查阅。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9:00 - 11:00，下午 2:30 - 4: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http://www.sse.com.cn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 日

http://ww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