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南方航空股f/1有限公司

千2018年度A股募集資金存放与実際使用

情況的寺項報告

一、募集資金基本情況

(一 )共豚募集資金金額、資金rll位情況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 “本公司")

2017年 6月 26日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袂決袂、2017年

9月 19曰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洪決洪和 2017年 11月

8日 的2017年 第一次1脂 叶股末大会、2017年 第一次 A股炎

男1股末大会、2017年第一次 H股炎男1股末大会決洪,井径中

国江券監督管理委員会千 2018年 8月 2曰 答友的 《美子核

准中国南方航杢股分有限公司♯公升友行股票的オ}ヒ 隻》(江監

寺可 [2018]1235号 )的 核准,本公司♯公升友行不超辻 18

化股人民市普通股 (A股 )股票。裁至 2018年 9月 19日 止 ,

本公司実際♯公升友行人民市普通股 (A股 )1,578,073,089

股,毎股面値人民市 1.00元 ,毎股友行介格力人民市 6.02

元,募集資金′こ額現金部分共十人民市 7,758,919,995。 78元 ,

オロ除承硝費用 (合増値税)人 民市 10,664,999。 99元后,実 体

1文 至1的 現金汰殉款浄額力人民市 7,748,254,995.79元 。上述

資金Fll位情況已径半乃威準振会十りT事券所 (特殊普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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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 )詮江,井 出具半島威準振詮字第 1800382号詮姿扱告。

上述現金汰賄款浄額オロ除由本公司支付的其化友行費用 (合

増値税 )及銀行手数費共十人民市 1,268,032.31元 后,実豚

募集資金浄額力人民市 7,746,986,963.48元 。

(二 )2018年度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及結余情光

本公司2018年度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6,844,048,661.10

元,裁 至 2018年 12月 31日 已累十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

6,844,048,661.10元 ,募集資金存放銀行声生的不1′息牧入共

十人民市 13,734,644。 83元 ,尚未使用募集資金余額力人民

市 902,938,302.38元 。千 2018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対困

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的尚未Fll期 或敗回金額力人民市

690,000,000。 00元 ,募 集 資 金 敗 声 余 額 力 人 民 市

226,672,947.21元 (包括不1息 牧入 13,734,644.83元 )。

二、募集資金管理情況

力規疱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和使用,保伊投資者収益,公

司根据《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姿金管

理和使用的監管要求》、《上海江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姿

金管理亦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疱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的

規定,十1定 了《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募集資金使用々

管理十1度 》 (以 下筒称 “《募集資金管理市1度 》")。

根据本公司十1定 的《募集資金管理十1度 》的規定,本公

司力本次♯公升友行A股募集資金在国家升友銀行片末省分

行升浚募集資金寺項敗声。募集資金至1敗后,已全部存放千

咳募集資金寺項敗声内。

第 2頁



2018年 9月 25曰 ,本公司寺保若人瑞銀江券有限責任

公司 (以 下 “瑞彼江券")及升声行国家升友像行片末省分

行答汀了《募集資金寺声存儲三方監管協洪》。協洸主要条

款与上海江券交易所 《募集資金寺声存儲三方監管協洪 (疱

本 )》 一致,不存在重大差昇。本公司声格執行 《募集資金

寺声存倍三方上管174洪 》的釣定,履行相美又券,及 叶通失ロ

保存人 A股募集資金重大使用状況。

裁至 2018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募集資金在升声彼行

寺声的存儲情況女口下 :

三、本年度募集資金的実隊使用情況

(―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 (以下筒称 “募投項目")的

資金使用情況

根据本公司所披露的A股募集資金用途,♯公升友行 A

股募集資金在オロ除友行費用后用千引逃 41架 弐机項 目及

A320系 夕1ス机逃装軽反座椅項目両企項目。裁至 2018年 已

分男1投入募集資金 6,798,732,384.77元 、45,316,276.33元
,

占募集資金承芳投資′こ額的♭ヒ例分男1カ 88。 96%、 43。 25%。 除

此え外,本公司未杵募集資金用千其化用途。

(二 )募投項目先期投入及互換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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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週辻了《同意公司使用♯公

升友行 A股股票項目募集資金人民市 5,159,484,911。 05元畳

升声行 敗号 敗声余額 (人 民市元 )

国家升友彼行片末省分行 44101560043348170000 226,672,9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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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前期已預先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箸資金》的洪案 ,

同意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 5,159,484,911。 05元 畳換 2017年 6

月 26曰 至 2018年 9月 19曰 期日已預先投入募集資金投資

項目的自等資金,井 由半巧威準振会汁りT事券所 (特殊普適

合侠 )出 具了半島威準振寺字第 1801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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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扱告的基江扱告》。保存机杓瑞匁江券已対本公司以募集

資金畳換萩先已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箸資金出具了

核査意兄。

(三 )用 困畳募集資金哲叶ネト充流勁資金情光

2018年 度本公司不存在以困畳募集資金哲叶ネト充流功

資金的情況。

(四 )対困畳募集資金逃行現金管理,投資相美声品情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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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7日 以董事答字同意方式,一致ミ辻

《A股部分困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方案》的洪案,在董事会

常袂通辻え曰起 12今月内,同 意公司対最高′こ額不超辻人

民市 13化元 (合 )的 哲叶困畳募集資金辻行現金管理。投

資声品品紳力七夭邁失口存款和銀行友行的封同式保本浮功

牧益型理財声品,具体根据資金使用汁え1匹 配不同投資品

紳,在上述額度疱国内,資金可循不漆功使用。現金管理期

限白董事会常洪通辻え曰起 12今月内有妓。裁至 2018年

12月 31日 ,本 /Ak司 不1用 困畳募集資金投資七夭通知存款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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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要了国家升友彼行片末省分行友行的封岡式保本浮功牧

益型理財声品,具体情況女口下 :

1、 七天ミ知存款存単情況

千 2018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不1用 困畳募集資金,投

資的尚未政日的七天通失口存款本金力人民市 250,000,000。 00

元 ,殉 采的尚未至1期 的理財声 品的余額合十力人 民市

募集資金敗声 鶉入を用結算敗声
炎型 共こ息曰

年利

率
金 額

張行為称 敗号 彼行名称 敗 号

国家升友

匁行片末

省分行

44101560

04334817

0000

国家升友

叙行片末

省分行

441015

6004344

4800000

七天

通知

存款

2018年

12月

20 曰

2.025%

人民市

250,000,000.00

j7E

2、 理財声品情光

受托方 声品銘称 汰殉金額 期限 現金管理

共こ数台曰

現金管理

冬止曰

多1期 已実現

牧益

国家升友

叙行片末

省分行

国升

2018656号

封岡式保

本型人民

市理財

人民市

220,000,000.00

死

４０

　

天

2018均■12

月 21日

2019`年11

月 30日

人民千

783,561.64

死

国家升友

叙行片末

省分行

国升

2018657号

封同式保

本型人民

市理財

人民市

220,000,000.00

j7E

52天
2018∠112

月 21曰

2019寺L2

月 11日

人民市

1,018,630。 14

j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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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00,000。00元 ,咳等理財声品至1期 日分男1カ 2019年 1月

30日 及 2019年 2月 11曰 。裁至扱告日,七天通失口存款及

理財声品本金及牧益均已牧回至募集資金敗声。

(五 )用 起募資金永久ネト充流勁資金或

"込
銀行貸款情

況

2018年度本公司♯公升友行 A股股票不存在超募資金。

(六 )起募資金用千在建項目及新項目(包括 ll■賄姿声

等 )的 Jll況

2018年度本公司ヨト公升友行 A股股票不存在超募資金。

(七 )市余募集資金使用情光

裁至 2018年 12月 31口 ,本公司募集資金尚在投入辻

程中,不存在使用市余募集資金的情呪。

四、変更募投項目的資金使用情況

2018年度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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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本公司及叶、真実、准碗、完整地被露了募集

資金的IEl美信息,募集資金管理不存在逹規情形。

附件:2018年 十公升友行 A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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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 空股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答 字 )

主管会十二作 的公

(笙 字 )

司負責人

机杓 的負責人

(答 字 )

中 国

南方航空般分
)
ノ



附件

2018年ヨト公汗友行 A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対照表

単位 :人民市万元

募集資金忠額 (注 ) 774169870 本年度投入募集資金忠額 684,40487

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忠額 不這用
已累it投入募集資金忠額 684i404.87

変更用途的募集資金忠額しヒ例 不造用

77K潜投資項目

已変更項目 l

含部分変更

(如有 )

募集資金澤

若投資忠額

(注 )

凋整后投資

忠額

載至期末承

潜投入金額

(1)

本年度投入

金額

裁至期末累

汁投入金額

(2)

載至期末累汁投入金額

萄承潜投入金額的差額

(3)=(2)― (1)

載至期末投入

遊度 (%)
(4)=(2)バ 1)

項目込到預

定可使用状

悉日期

本年度実

現的数益

是否迭到

預if数益

頃目可行性是否

友生重大変化

1引遊 41架■机

項目
否 764,22170 764,221 70 76412217C 679,87324 679i87324 -84,34846 8896%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否

2A320系列L机

隆装軽辰座椅項目
否 10,47700 10,47700 10,47700 4,53163 4,53163 -5,94537 4325%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

口

合if 774,69870 774,69870 774,69870 384,40487 684,40487 -90,29383 8834%

未速到汁え」遊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項目 ) 不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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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換情況

限据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規定 ′本公司第八届童事会以董事釜字同意方式 ′―致通這了《同意公司使用ヨF公升

友行 A股股票項目募集資金人民市5,159i484,91105元畳換前期已預先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等資金》的波案 l

同意使用募集資金人民雨 5,159,484,91105元置換 2017年 6月 26日至 2018年 9月 19日期同已預先投入募集資

金投資項目的自等資金 ′井由単弓威準振会汁lle努所 (特殊普通合侠 )出具了単弓威学振寺字第 1801080号 《対

中国南方航空股分有限公司以自等資金預先投入等集資金投資項目情況振告的益iI損告》。保存机約瑞恨iI券己対本

公司以募集資金畳換預先已投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自等資金出具了核査意見。

用内畳募集資金暫吋ネト充流劫資金情況 不適用 ∠ ミLlⅣ二「 ゝ

注 :本公司実際ヨF公升友行人民雨普通股 (A股 )募集資金忠額現金部分共if人民市7,758,919,99578元 ′掴除承消費用 (含増値税 )人民市 10,664

隊ll■到的現金汰殉款浄額力人民市7,748,254,99579元。上述現金汰胸款浄額ま口除由本公司支付的其他友行費用 (合増値税 )人民市 1,268,03231元月

浄額力人民市7,746,986,96348元 ′募集資金承港投資忠額根据実ほ募集資金情況凋整力7,746,986,96348元。 ョ
ロ
ヽ

λ
後
フ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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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ヨF公弄友行 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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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規定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子 2018年 12月 17日以董事釜字同意方式 ′一致通道

《A股部分内畳募集資金現金管理方案》的波案 ′在董事会申波通道之日起 12今月内 ′同意公司対最高忠額不超

述人民雨 13に元 (含 )的暫吋内畳募集資金遊行現金管理。投資声品品紳力七天通知存款和銀行友行的封閉式保

本浮劫収益型理財声品 ′具体根据資金使用汁北」匹配不同投資品神 ′在上述額度疱国内 ′資金可循不漆劫使用。現

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申波通道之日起 12↑月内有数。子 2018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利用内畳募集資金 ′投資的

尚未嗅回的七天通知存款本金力人民市25,000万元 胸興的尚未到期的理財声品的余額合汁力人民市44,000万元 ′

核等理財声品到期日分別力 2019年 1月 30日 及 2019年 2月 11日 。載至損告日 ′七天通知存款及理財声品本金

及収益均己牧回至募集資金敗戸。

本公司子 2018年度使用募集資金人民市 6〕 844,048,66110元 ′裁至 2018年 12月 31日 己累汁使用募集資金人民

雨 6,844,048,66110元 ′募集資金存放銀行声生的利息収入共汁人民雨 13,734,64483元 ′

力人民市 902,938,30238元 。子 2018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対内

額力人民市 690i000,00000元 募集資金敗戸余額力人民市 226,672,94721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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