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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9-011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向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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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拟对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财务公司”）

增资人民币 5 亿元，增资完成后本公司持有的南航财务公司股权

比例由 25.277%增加至 41.808%。 

●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仍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2018 年 7 月 5 日，本公司与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航集团”）以及南航财务公司签署《三方委托贷款协

议》，南航集团通过南航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5 亿元，贷款利率为同期限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0%，贷款期

限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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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3 月 1 日，本公司与南航集团、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厦门航空”）、汕头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航

空”）、珠海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航空”）以及广州南

联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联食品”）签署《增资协

议》，各签署方同意本公司向南航财务公司增资人民币 5亿元，南航

集团、厦门航空、汕头航空、珠海航空以及南联食品放弃本次新增

出资的权利。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的南航财务公司股权比例由

25.277%增加至 41.808%。 

南航集团为南航财务公司和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南航财务公司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中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同意。根据公司章程第一

百七十八条规定，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以董事签字同意方式对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王昌顺先生、张子芳先生回避

对于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经有表决权的董事审议，一致同意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

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的，定价合理，协议符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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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条件，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关议

案的审议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

立的，定价合理，协议符合市场公允条件，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决议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非关联董事有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公司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上

市地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协议的签署有利

于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监事

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

事回避后表决通过，其程序是合法、合规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按

照市场原则，交易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上述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航云南街 17 号 

3、办公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 68 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 

4、法定代表人：敬公斌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72,927,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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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营业务：对成员企业的存款、贷款、担保、保险代理业务

及其他经批准的金融服务 

7、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二）发展状况和财务情况 

2016 年至今，南航财务公司坚持多元经营模式，信贷业务、资

金业务、投资业务和中间业务等四类业务共同推进，推动全面风险

管理，保持稳健发展。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南航财务

公司近两年又一期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经审计的关键财务指标

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财务指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780,146.13 916,865.60 793,114.68 

净资产 107,305.98 166,155.59 174,230.10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 月-6 月 

营业收入 14,342.94 24,075.35 13,934.39 

利润总额 13,249.26 17,381.11 10,499.65 

净利润 10,822.25 13,635.93 8,039.11 

 

（三）股权情况 

本次增资前，南航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72,927,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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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东共 6 家，包括南航集团（占比 66.022%）、本公司（占比

25.277%）、汕头航空（占比 3.164%）、厦门航空（占比 3.164%）、

珠海航空（占比 1.582%）、南联食品（占比 0.79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为本公司单独向南航财务公司增资人民币 5 亿

元，交易类别为向关联人购买股权。 

（二）权属情况说明 

南航财务公司发展稳健，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1、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机构为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该机构

具有资产评估资格及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按照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1900 号报告，评估对象

为南航财务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南航财务公司在评估

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评估的

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2、评估结论 

根据评估报告，按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南航财务公司整体价值为

人民币 174,773.01 万元，按收益法评估的整体价值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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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05.86 万元。考虑南航财务公司历史年度经营收益较为稳定，在

未来年度其收益与风险能够可靠的估计，评估报告认为可采用收益

法评估南航财务公司的整体价值，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76,005.86 万

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南航集团、厦门航空、汕头航空、珠海航空以及南联

食品签署《增资协议》，公司向南航财务公司单独增资人民币 5 亿

元。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评估报告中对南航财务公司按收益法评估的

整体价值为基础对南航财务公司进行增资，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人

民币 304,798,67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95,201,330.00 元。增

资完成后南航财务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377,725,720.00 元，

本公司持有的南航财务公司股权比例由 25.277%增加至 41.808%。本

次增资完成前后南航财务公司股权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元 

股东 现注册资本 现股权比例 增资金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增资后股权比例 

南航集团 708,370,220.00 66.022% 0.00 708,370,220.00 51.416% 

本公司 271,204,340.00 25.277% 500,000,000.00 576,003,010.00 41.808% 

厦门航空 33,946,360.00 3.164% 0.00 33,946,360.00 2.464% 

汕头航空 33,946,360.00 3.164% 0.00 33,946,360.00 2.464% 

珠海航空 16,973,180.00 1.582% 0.00 16,973,180.00 1.232% 

南联食品 8,486,590.00 0.791% 0.00 8,486,590.00 0.616% 

合计 1,072,927,050.00 100.00% 500,000,000.00 1,377,725,7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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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于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政府相关

主管部门同意后生效。在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 60 日内，本公司

将以现金方式全额一次付清增资款项。协议一经签订，协议各方应

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守约方的损失。 

（二）关联交易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为本公司对南航财务公司增资，除本公司外的南

航财务公司的其他股东均放弃增资，预计不会出现无法交付或过户

的情况。截止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尚未支付注资款项，符合合同约

定的付款进度。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仍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 

从 2016 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全面实施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对南

航财务公司信贷规模和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加南航财务

公司注册资本，能在满足监管政策要求的前提下，推动南航财务公

司稳健发展。另外，南航财务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业绩稳定，本公

司对其进行增资能带来一定的投资收益。本次关联交易能在一定程

度上增强公司融资能力和竞争能力，有利于为本公司股东创造更好

的回报。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本次关联交易先后经过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中联资产评估集团

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于基准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进行审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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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交易的价格在审计和评估基础上得出，定价合理，合同符合市

场公允条件，能够较好的维护本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本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18年7月5日，本公司与南航集团以及南航财务公司签署《三

方委托贷款协议》，南航集团通过南航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人民币 5 亿元，贷款利率为同期限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0%，

贷款期限 1 年。截至本公告日，该委托贷款协议履约情况良好。 

 

七、报备文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

见 

（四）南航财务公司 2016 年、2017 年以及 2018 年 1-6 月审计

报告 

（五）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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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