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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2019-068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募集资金总额：7,459,214,730.40元 

 发行价格：人民币5.35元/股 

 发行数量：1,394,245,744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 

 限售期：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航空”）、上海均瑶（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瑶集团”）、上海吉道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吉道航”）、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结构调整基金”）认购本次发行的A股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相关的监管机构对于

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锁定期及到期转让股份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发行对象所

认购A股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票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19,400,137 1,173,790,732.95 

2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311,831,909 1,668,300,713.15 

3 上海吉道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89,041,096 3,151,369,863.60 

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273,972,602 1,465,753,420.70 

合计 1,394,245,744 7,459,214,7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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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发行对象因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所获得的公司股份在锁

定期届满后减持时，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预计上市时间：公司已于2019年8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登记及限售手续。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

吉祥航空、均瑶集团、上海吉道航、结构调整基金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

股份预计将于2022年8月30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于2018年7月10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5

次普通会议审议通过；于2018年8月30日经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4次

例会审议通过；于2018年10月18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普通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9年3月15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20次普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将相关议案及决

议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进行了公告。 

2018 年 8 月 30 日，东方航空公告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和 H 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8]571 号），国务

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 

2018 年 10 月 8 日、2018 年 11 月 28 日，东方航空分别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

区管理局《民航企业及机场联合重组改制准予许可决定书》（民航华东政[2018]001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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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民航企业及机场联合重组改制准予许可决定书》（民航华东政[2018]002 号）的

许可，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原则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准予延长民航企

业及机场联合重组改制许可期限决定书》（民航华东政延[2019]1 号）的许可，民航局

准予公司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及 H 股许可的申请。 

2019 年 4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2019年6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64号）核准批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1,394,245,744股新股。 

2019年8月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21号）核准批文，核准公司境外增发不

超过517,677,777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在规定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3、发行对象：吉祥航空、均瑶集团、上海吉道航和结构调整基金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459,214,730.40元 

5、发行价格：人民币5.35元/股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期首日，即2019年8月22

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发行人A股股票的交易均价（按“进一法”

保留两位小数）和截至定价基准日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http://www.baidu.com/link?url=0QugiN80KC00-VOtbmtgHIlh_jA1c9WYnKomgHWof5CYp9c-khM9a5N8WO2HC4HwQ-TZqZ6v9lCpghL0p_WZ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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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每股净资产值的较高者。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的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发行人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发行人A股股票交易总量。 

若发行人在该20个交易日内发生因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

整后的价格计算。 

若发行人在截至定价基准日最近一期末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

期间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值将进行相应调整。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人发生派息、送股、

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发行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为5.35元/股。公司发行前最近一

期末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即2018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85元

/股。故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确定为5.35元/股。 

6、发行数量：1,394,245,744股 

7、发行费用：23,091,205.36元 

8、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7,436,123,525.04元 

9、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9年8月21日，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向吉祥航空、均瑶集团、上海吉道航及结构

调整基金发送了《缴款通知书》。截至2019年8月26日，4家发行对象已足额将认购款

项汇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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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19)验字第61056687_B01号），

截至2019年8月26日，中信证券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缴款共计人民币

7,459,214,730.40元。 

截至2019年8月26日，中信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后的剩余款项划转至

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安永华明

(2019)验字第61056687_B02号），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459,214,730.4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共计人民币19,191,780.79元（含税）后实收募集资金为人民

币7,440,022,949.61元。 

此外，上述实收募集资金尚未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3,899,424.57元（含税），

其中：律师费为人民币1,520,000.00元（含税），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为人民

币1,340,000.00元（含税），验资费为人民币450,000.00元（含税），上市费为人民币

589,424.57元（含税）。实收募集资金扣除该等发行费用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436,123,525.04元。此外，本次非公开发行各项发行费用可

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1,307,049.37元，与前述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7,437,430,574.41元，计入股本人民币 1,394,245,744.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6,043,184,830.41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A股股份已于2019年8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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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964号）和公司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缴款通

知书》的发送、缴款和验资过程合规，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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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发行人内部批准和授权以及民航华东局、国务院

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发

行数量、发行对象等发行结果符合《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签署的相关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发行人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

续，有关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A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票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吉祥航空 219,400,137 1,173,790,7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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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均瑶集团 311,831,909 1,668,300,713.15 

3 上海吉道航 589,041,096 3,151,369,863.60 

4 结构调整基金 273,972,602 1,465,753,420.70 

合计 1,394,245,744 7,459,214,730.40 

吉祥航空、均瑶集团、上海吉道航和结构调整基金认购本次发行的A股股份，自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相关的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锁定期及到期转让股份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发行对象所认购A股股份因发行人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

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发行对象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上述

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要求就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

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发行对象因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所获得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时，需

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吉祥航空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UNEYAOAIRLINESCo.,Ltd. 

成立时间： 2006年3月23日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股票简称： 吉祥航空 

A股股票代码： 603885 

法定代表人： 王均金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8号 

邮政编码： 2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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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79,701.35万人民币 

电话： 021-22388581 

传真： 021-22388000 

网址： www.juneyaoair.com 

经营范围： 

国内（含港澳台）航空客货运输业务、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

务，航空配餐，飞机零配件的制造，日用百货，五金交电，

纺织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化

工原料(除危险品)，金属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汽车

配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219,400,137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完成后吉祥航空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吉祥香港、均瑶集团及下属全资

子公司上海吉道航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超过5%，视同公司的关联方。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公司与吉祥航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上市规则下需披露的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均瑶集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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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01年2月14日 

法定代表人： 王均金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8号 

邮政编码： 200032 

注册资本： 80,000.00万人民币 

电话： 021-51155831 

传真： 021-51155831 

网址： http://www.juneyao.com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经营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金银首饰、珠宝首饰、贵金属礼品的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311,831,909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完成后吉祥航空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吉祥香港、均瑶集团及下属全资

子公司上海吉道航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超过5%，视同公司的关联方。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公司与均瑶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上市规则下需披露的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上海吉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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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吉道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8月1日 

法定代表人： 王瀚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8号105室 

邮政编码： 200030 

注册资本： 100,000.00万元 

电话： 021-51155501 

传真： 无 

网址： 无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及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589,041,096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完成后吉祥航空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吉祥香港、均瑶集团及下属全资

子公司上海吉道航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超过5%，视同公司的关联方。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公司与上海吉道航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上市规则下需披露的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结构调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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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09月22日 

法定代表人： 朱碧新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F702室 

邮政编码： 100032 

注册资本： 13,100,000.00万人民币 

电话： 010-83271700 

传真： 010-83271742 

网址： http://www.cctfund.cn/ 

经营范围： 

非公开募集资金；股权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273,972,602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结构调整基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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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公司与结构调整基金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变化，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A股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A股股

本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A股股份数量

（股）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5,072,922,927 51.72 -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502,767,895 5.13 - 

上海励程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465,838,509 4.75 -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457,317,073 4.66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9,673,382 4.38 -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32,919,254 2.37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4,030,801 0.96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984,100 0.72 -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65,946,480 0.67 -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65,615,429 0.67 - 

合计  7,458,015,850   76.04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2019年8月30日（股份登记日），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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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A股股

本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A股股份数量

（股）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5,072,922,927 45.28 - 

上海吉道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89,041,096 5.26 589,041,096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502,767,895 4.49 - 

上海励程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465,838,509 4.16 -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457,317,073 4.08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9,673,382 3.84 -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311,831,909 2.78 311,831,909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73,972,602 2.45 273,972,602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32,919,254 2.08 -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19,400,137 1.96 219,400,137 

合    计 8,555,684,784 76.37 1,394,245,744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17,677,777 3.45 1,394,245,744 1,911,923,521 11.67 

人民币普通股 - - 1,394,245,744 1,394,245,744 8.51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517,677,777 3.45 - 517,677,777 3.1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467,585,682 96.55 - 14,467,585,682 88.33 

人民币普通股 9,808,485,682 65.45 - 9,808,485,682 59.88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659,100,000 31.09 - 4,659,100,000 28.44 

合计 14,985,263,459 100.00 1,394,245,744 16,379,509,203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达到16,379,509,203股，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结果，

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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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公司财务结构更趋

合理，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和财务费用，有

利于进一步公司的债务融资能力，支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 

（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通过募集资金提高资金实力，降低财务费用，用于公司的

主营业务发展，扩大公司收入和利润规模。同时，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为

东方航空后续发展引入资金以加强机队规模和其他设备配置。项目实施将有助于东方

航空进一步扩充航空载运能力，增加现有航线的班次密度及增开新航线，合理扩充机

队规模；有利于东方航空拓展航线网络布局，为客户提供更便捷、优质的出行服务，

长期看将有利于提高公司利润水平及净资产收益率，公司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盈

利空间进一步拓展，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与此同时，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

规模将会大幅增加，而募投项目效益的产生需要一定时间周期，在募投项目产生效益

之前，公司的利润实现和股东回报仍主要通过现有业务实现。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

可能会导致公司的即期回报在短期内有所摊薄。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引进14架飞

机项目、购置15台模拟机项目和购置20台备用发动机项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

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

效益，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为东方航空后续

发展引入资金以加强机队规模和其他设备配置。项目实施将有助于东方航空进一步扩

充航空载运能力，增加现有航线的班次密度及增开新航线，合理扩充机队规模；有利

于东方航空拓展航线网络布局，为客户提供更便捷、优质的出行服务，长期看将有利

于提高公司利润水平及净资产收益率。项目完成后，将有力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影响力，提高盈利水平，为东方航空继续扩大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奠定良好基础，并使东方航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加强，不断巩固行业优势地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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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保持不变，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业

务和资产整合。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稀释。本次

发行后，东航集团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公司的控制

权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等情况发生变化，不会产生同业竞争及新的关联交易。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张阳、陈淑绵 

项目协办人：黄慈 

项目组成员：贾晓亮、李琦、周江、黄梦玮、秦晗、秦翰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    真：010-60833940 

 

（二）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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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7-18层 

负责人：王玲 

签字律师：徐辉、陈复安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传    真：010-58785599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鞍宁 

经办注册会计师：孟冬、季宇亭 

联系电话：021-22288888 

传    真：021-22280000 

 

七、备查文件 

1、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

书；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

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3、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安永华明

(2019)验字第61056687_B01号）； 

4、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安永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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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验字第61056687_B02号）； 

5、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九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