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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3-008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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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50%以上的情形；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28,000 万元到 32,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20,996 万元到 24,996 万元，同比增加
299.77%到 356.88%；

●公司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00 万元到
11,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3,398万元到 4,698万元，同比增加 53.92%到 74.55%。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8,000 万

元到 32,0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 20,996 万元到 24,996 万元， 同比增加 299.77%到
356.88%。

2、 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700 万元到
11,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3,398万元到 4,698万元，同比增加 53.92%到 74.55%。

3、本期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004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6,302万元。
（二）每股收益：0.16元。
三、 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确认转让子公司湖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骏医

疗”）36.80%股权的投资收益约为 18,398.95万元（未经审计，下同）。
2、公司致力于成为一家以创新中药为核心的健康产业集团，中短期以打造“创仿结合”的产品集

群为研发、销售的战略指引，充分抓住行业发展机遇；长期聚焦创新中药，实现销售收入过亿单品的
“338工程”为目标，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集群。 报告期内，制药板块业绩稳步增长；中药方面，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强力枇杷膏（蜜炼）/露等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均超过 170%；化药方面，依折
麦布片、奥美拉唑肠溶片、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等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0%以上。 此外，“338工
程”中大部分产品均呈现稳健增长态势。

3、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佰骏医疗因增加外债借款、汇兑损益及计提减值准备等事项影响，亏损
增加至 7,956.09 万元，同比增加亏损 6,364.71 万元，预计影响公司 2022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2,725.06万元。

4、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确认的政府补助总额为 4,547.20万元。
四、 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

已就业绩预告情况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
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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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
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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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风险提示：
公司对到期但未付的租金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如后续无法收回租金，预

计将对公司当期净利润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影响，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最终以
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审批情况
2017 年 9 月 25 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方盛制药”）经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间接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湖南方盛医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医疗”）之间接控股子公司湖南中润
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凯租赁”）为关联法人邵阳珂信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

阳珂信”）提供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ZRKH-RZ-2017004）、《保证
合同》（合同编号：ZRKH-BZ-2017004）。（详见公司 2017-087号公告）

2、关联交易进展
2022年 9月 28日，中润凯租赁与邵阳珂信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已到期，邵阳珂信未按期支付

应付租金（详见公司 2022-106号公告）。 2022年 12月 12日，中润凯租赁就其与邵阳珂信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事项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 2022 年 12 月 14 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立
案。（详见公司 2022-136号公告）

二、进展情况
2023年 1月 16日，公司收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关于中润凯租赁就其与邵阳珂信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事项的《民事判决书》（2022）湘 0104民初 23439号，判决如下：
1、限被告邵阳珂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中润凯租赁租金 9,332,509.65元；
2、限被告邵阳珂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中润凯租赁违约金 2,519,777.60元（违约

金暂计算至 2022年 12月 8日，之后以实际未付租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7.30%的标准顺延照计至实
际支付之日止）；

3、原告中润凯租赁有权就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附件四《租赁设备清单》登记的十四
件租赁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第一、二项判决确定的，被告邵阳珂信所负债务内享有受偿权；

4、驳回原告中润凯租赁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到期但未付的租金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如后续无法收回租金，预

计将对公司当期净利润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影响，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最终以
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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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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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 2月 1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 2月 10日 11点 00分
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 30号国航总部大楼 C713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年 2月 10日
至 2023年 2月 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未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H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选举肖健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4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发布的《中国国际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
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1111 中国国航 2023/2/3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出席股东可在本通知载明的时间及地点现场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也可通过信函或传

真方式办理。
2、登记时间：2023年 2月 9日（星期四），9:00时至 17:00时；通过信函和传真办理登记的，信函到

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2023年 2月 9日。
3、登记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 30号国航总部大楼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要求：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等凭证；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的，代理人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明及
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委托书；法人股东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出席股东大会的，该代理
人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明和法人股东的董事会或者其他权力机构的决议授权书，并应加盖法人印章。

5、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 30号，邮编 101312。
6、联系人：秦志杰、陆远
联系电话：86-10-61462558、86-10-61462790
传真号码：86-10-61462805
六、 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7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年 2月 10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肖健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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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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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 发行数量：1,675,977,653股
● 发行价格：人民币 8.95元/股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999,999,994.35元
●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614,525,150 5,500,000,092.50 18
2 UBS AG 218,212,290 1,952,999,995.50 6
3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167,597,765 1,499,999,996.75 6
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67,039,106 599,999,998.70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480,448 595,000,009.60 6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100,558 519,999,994.10 6
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497,206 442,999,993.70 6

8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长城
财富朱雀鸿盈一号资产管理产品 33,519,553 299,999,999.35 6

9 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33,519,553 299,999,999.35 6

1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284,916 279,999,998.20 6
11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 （亚洲）有限公司 28,491,620 254,999,999.00 6
1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379,888 253,999,997.60 6
13 宁波信达华建投资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4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5 WT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6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7 珠海煦远诺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产品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新动力型
投资账户 27,932,960 249,999,992.00 6

20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安赢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 27,932,960 249,999,992.00 6

21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险万
能 27,932,960 249,999,992.00 6

22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7,932,960 249,999,992.00 6
合计 1,675,977,653 14,999,999,994.35 -

● 限售期：除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集团”）之外，自登记上市之
日起 6个月内，其余发行对象不得转让或出售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
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中航集团认购的股份自登记上市之日起 18个
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限售期限内，发行对象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
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减持本次认购的股票，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的新增 A股股份已于 2023年 1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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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
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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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2年 8月 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9 月 20 日， 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2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议案。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2年 11月 14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
（2）2022 年 12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050号）。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股。
2、发行数量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3050 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357,444,555 股新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675,977,653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最高发行数量。

3、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2年 12月 23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的较高者， 即 8.63 元/
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
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8.95元/股。

5、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22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614,525,150 5,500,000,092.50 18
2 UBS AG 218,212,290 1,952,999,995.50 6
3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167,597,765 1,499,999,996.75 6
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67,039,106 599,999,998.70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480,448 595,000,009.60 6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100,558 519,999,994.10 6
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497,206 442,999,993.70 6

8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财富朱雀鸿
盈一号资产管理产品 33,519,553 299,999,999.35 6

9 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33,519,553 299,999,999.35 6

1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284,916 279,999,998.20 6
11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 （亚洲）有限公司 28,491,620 254,999,999.00 6
1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379,888 253,999,997.60 6
13 宁波信达华建投资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4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5 WT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6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7 珠海煦远诺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产品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新动力型投资账户 27,932,960 249,999,992.00 6

20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安赢股票型养老金产
品 27,932,960 249,999,992.00 6

21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险万能 27,932,960 249,999,992.00 6
22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7,932,960 249,999,992.00 6
合计 1,675,977,653 14,999,999,994.35 -

6、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99,999,994.35 元， 减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

6,983,407.0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93,016,587.32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
全部用于引进 22架飞机项目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7、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除公司控股股东中航集团之外，自登记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其余发行对象不得转让或出售所认

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控股
股东中航集团认购的股份自登记上市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限售期限内，发行对象
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减持本次认购的股票，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8、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锁定期满后，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9、保荐机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10、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以下合称“联

席主承销商”）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与公司共同组织实施了本次发行。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3 年 1 月 4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

(23)第 00004 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止，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到
中国国航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14,999,999,994.35元。

2023年 1月 3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
账户中。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3年 1月 4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德师报(验)
字(23)第 00005号），截至 2023年 1月 3日止，发行人已收到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99,999,994.35 元，减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6,983,407.03 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93,016,587.32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675,977,653.00 元，计入“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13,317,038,934.32元。

2、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 A股股份已于 2023年 1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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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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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1、保荐机构及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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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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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规定。

本次发行董事会确定的发行对象中航集团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
规。 中航集团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

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
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联席主承销商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
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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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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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按内部决策程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并获得相关监管部

门核准，已履行全部的批准、核准程序，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承销管理办
法》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的
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
的确认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以及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22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614,525,150 5,500,000,092.50 18
2 UBS AG 218,212,290 1,952,999,995.50 6
3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167,597,765 1,499,999,996.75 6
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67,039,106 599,999,998.70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480,448 595,000,009.60 6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100,558 519,999,994.10 6
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497,206 442,999,993.70 6

8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长城
财富朱雀鸿盈一号资产管理产品 33,519,553 299,999,999.35 6

9 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33,519,553 299,999,999.35 6

1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284,916 279,999,998.20 6
11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 （亚洲）有限公司 28,491,620 254,999,999.00 6
1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379,888 253,999,997.60 6
13 宁波信达华建投资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4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5 WT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6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7 珠海煦远诺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产品 27,932,960 249,999,992.00 6

1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新动力型
投资账户 27,932,960 249,999,992.00 6

20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安赢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 27,932,960 249,999,992.00 6

21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险万
能 27,932,960 249,999,992.00 6

22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7,932,960 249,999,992.00 6
合计 1,675,977,653 14,999,999,994.35 -

除公司控股股东中航集团之外，自登记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其余发行对象不得转让或出售所认
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控股
股东中航集团认购的股份自登记上市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限售期限内，发行对象
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减持本次认购的股票，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发行对象情况
1、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崇贤
注册资本：1,5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0392Y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柱路 30号院 1号楼-1至 9层 101-C70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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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租

赁；航空器材及设备的维修。（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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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认购数量：614,525,150股
认购金额：5,500,000,092.50元
限售期限：18个月
2、UBS AG
类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Bahnhofstrasse 45,8001 Zurich，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 1,4051 Base1 Switzerland
法定代表人：房东明
境外机构编号：QF2003EUS001
经营范围：境内证券投资
认购数量：218,212,290股
认购金额：1,952,999,995.5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3、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强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03176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区天柱路 2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的投资与运营、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国内外航空煤油及其他成品油检测、

加注业务；运输航空、通用航空及服务保障相关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证券投资及经营管理；进出口业
务及境内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民用机场投资、建设、运营及相关咨询服务；民用航空保障相关的设
施、设备及车辆（包括零配件）研发、采购、销售及售后服务；民用航空保障有关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
理；自有土地开发和经营；土地、设备等资产租赁及相关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房；证券、基
金、保险、信托、银行领域的投资与管理；与上述服务有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批发零售
汽油、煤油、柴油[闭杯闪点≤6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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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认购数量：167,597,765股
认购金额：1,499,999,996.75元
限售期限：6个月
4、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碧新
注册资本：8,291,90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08DDL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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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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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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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认购数量：67,039,106股
认购金额：599,999,998.7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林惠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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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66,480,448股
认购金额：595,000,009.6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6、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注册资本：13,244.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27878666D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 188号 6层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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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58,100,558股
认购金额：519,999,994.1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7、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注册资本：14,097.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528923126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3018号 2608室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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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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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49,497,206股
认购金额：442,999,993.7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8、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财富朱雀鸿盈一号资产管理产品
公司名称：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斌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350865550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是：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

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认购数量：33,519,553股
认购金额：299,999,999.35元
限售期限：6个月
9、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ARHNP1L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 151号 B座 42楼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共资金等金融活动）；投资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

资，吸收公共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33,519,553股
认购金额：299,999,999.35元
限售期限：6个月
10、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注册资本：869,652.6806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38549B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劵；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
融产品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股票期权做市。

认购数量：31,284,916股
认购金额：279,999,998.2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11、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类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81号新纪元广场低座 27字楼
法定代表人：阎峰
境外机构编号：QF2013ASF216
经营范围：境内证券投资
认购数量：28,491,620股
认购金额：254,999,999.0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12、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0922202N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 5999号基金大厦 21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28,379,888股
认购金额：253,999,997.6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13、宁波信达华建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宁波信达华建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玉泉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99454809F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F161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其咨询服务，财务咨询，企业资产收购、管理、重组、清算的咨询服务。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认购数量：27,932,960股
认购金额：249,999,992.0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14、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牧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83204543W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号楼 19层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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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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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认购数量：27,932,960股
认购金额：249,999,992.0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15、WT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8号 18楼
法定代表人：王通书
境外机构编号：RQF2020HKF246
经营范围：境内证券投资
认购数量：27,932,960股
认购金额：249,999,992.0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16、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景安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027F021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5号 4层 401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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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认购数量：27,932,960股
认购金额：249,999,992.0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17、珠海煦远诺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珠海煦远诺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高瓴煦远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KP0Y6D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号 17栋 201室-619号（集中办公区）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27,932,960股
认购金额：249,999,992.0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18、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产品
公司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东升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9UEL9Q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科学园路 21—1号（泰康中关村创新中心）1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开展各类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其中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

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及共保业务；开展为境内外的保险机
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范围内，代理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开展保险咨询业务；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开展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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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认购数量：27,932,960股
认购金额：249,999,992.0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19、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新动力型投资账户
公司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东升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9UEL9Q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科学园路 21-1号（泰康中关村创新中心）1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开展各类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其中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

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及共保业务；开展为境内外的保险机
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范围内，代理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开展保险咨询业务；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开展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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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认购数量：27,932,960股
认购金额：249,999,992.0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20、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安赢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公司名称：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甘为民
注册资本：1,160,341.917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702124991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 12楼、20楼、21楼、24楼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人寿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个人养

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长期健康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
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资产管理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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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27,932,960股
认购金额：249,999,992.0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21、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险万能
公司名称：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甘为民
注册资本：1,160,341.917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702124991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 12楼、20楼、21楼、24楼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人寿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个人养

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长期健康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
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资产管理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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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27,932,960股
认购金额：249,999,992.0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22、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瑞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9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12MA3U7G7U12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 3号鑫苑鑫中心历城金融大厦 5楼 510-1室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27,932,960股
认购金额：249,999,992.00元
限售期限：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1、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除发行人控股股东中航集团外， 其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
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2、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本公司与中航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开展航空运输业务中

与中航集团、中航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如包机服务、房产租赁、金融财
务服务、媒体及广告服务、客机腹舱运营服务等。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本公司已
与中航集团及其关联方签订了关联交易协议以对关联交易予以规范，并且相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有
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中航集团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已就此按照法律法规
等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程序。

最近一年，发行人与除中航集团以外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
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 A股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 2022年 11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1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40.98% 5,952,236,697
2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18.13% 2,633,725,455
3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 11.62% 1,688,400,345
4 中国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 10.72% 1,556,334,920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4% 311,302,365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5% 182,168,062
7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0.93% 135,134,966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毅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34% 49,380,766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8% 41,277,799
1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二组合 0.25% 35,746,002

合计 86.64% 12,585,707,377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联合交易所下属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以代理人身
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股票。 其持有本公司 1,688,400,345股 H股中不包含代中航有限持有的
166,852,000股。

2、依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 号）和
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告（2009 年第 63
号）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中航集团公司和中航有限分别持有的 127,445,536 和 36,454,464 股股份目前
处于冻结状态。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1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40.53% 6,566,761,847
2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16.26% 2,633,725,455
3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 10.42% 1,688,641,345
4 中国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 9.61% 1,556,334,920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2% 311,302,365
6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1.54% 248,999,258
7 UBS AG 1.35% 218,420,416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1% 179,324,919
9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0.41% 67,039,106
1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二组合 0.36% 58,092,370

合计 83.51% 13,528,642,001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联合交易所下属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以代理人身

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股票。 其持有本公司 1,688,641,345股 H股中不包含代中航有限持有的
166,852,000股。

2、依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 号）和
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告（2009 年第 63
号）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中航集团公司和中航有限分别持有的 127,445,536 和 36,454,464 股股份目前
处于冻结状态。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675,977,653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控股股东仍为中航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截至完成股份登记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 0.00% 1,675,977,653 1,675,977,653 10.35%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14,524,815,185 100.00% - 14,524,815,185 89.65%

其中：A 股 9,962,131,821 68.59% - 9,962,131,821 61.49%
H 股 4,562,683,364 31.41% - 4,562,683,364 28.16%
三、股份总数 14,524,815,185 100.00% 1,675,977,653 16,200,792,838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本次发行

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 资本结构得到优化， 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
障。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引进 22架飞机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

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涉及公司业务与资产整合。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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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 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
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控股股东中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与本公司存在一定范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主要系

中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与本公司互相提供某些服务及相关产品，如房产租赁、供应类服务、政府包机
服务、空运销售代理、金融财务服务、旅游合作、工程项目委托管理、广告业务合作等。为确保投资者的
利益，公司已与中航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签订了详细的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予以规范。公司发生
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并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中航集团可能与本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并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遵照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继续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
订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
序，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完成后， 本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与中航集团及其控制的除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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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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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光
项目协办人：宋奕欣
项目组成员：丛孟磊、张天亮、白日星、袁苏欣、石宇
联系电话：010-60838794
传真：010-60838794
（二）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经办人员：吴嘉青、雷淇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66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号远洋大厦 F408
负责人：颜羽
经办律师：李丽、齐曼
联系电话：010-66413377
传真：010-66412855
（四）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号 30楼
负责人：付建超
经办注册会计师：陆京泽、郭静、冯虹茜
联系电话：021-61418888
传真：021-63350003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3-010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3050号），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实
施完毕。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1,675,977,653股,上述股权于 2023年 1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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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6,200,792,838 股，注册资本变更为
16,200,792,838元人民币。

二、《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鉴于上述公司注册资本和股本情况的变化，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

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2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中国国际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章程条款 修订后章程条款

第二十一条 公司成立后新 增发行 2,933,210,909 股普 通
股，公司的发起人出售 293,321,091 股普通股 ，所有该等股
份均为 H 股。
经上段所述发行及出售后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公司共发
行 9,433,210,909 股普通股，其中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 4,826,195,989 股内资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51.16%；中
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380,482,920 股外资股 ，占公
司股本总额约 14.64%；H 股股东持有 3,226,532,000 股股
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34.20%。
前述 H 股发行完成后 ，经股东大会 、内资股股东大会和外
资股股东大会分别以特别决议批准，并经国务院授权的审
批部门核准，公司于 2006 年发行了 A 股 1,639,000,000 股 。
公司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并根据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简称 “中国证监会 ”）作出的承诺增持公司股
份共计 122,870,578 股 。 公司经前述增资发行 A 股股份及
股东增持股份后的股本结构为：
公司共发行普通股 11,072,210,909 股， 其中中国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4,949,066,567 股 A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44.70%；中国航空 （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1,380,482,920 股 A
股 ， 占 公 司 股 本 总 额 约 12.47% ； 其 他 A 股 股 东 持 有
1,516,129,422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13.69%；H 股股东持
有 3,226,532,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29.14%。
前述 A 股发行完成后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核准 ，公
司于 2006 年向公司股东国泰航空有限公司增发了 H 股
1,179,151,364 股。
前述定向增发 H 股完成后 ，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核
准 ，公司于 201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 483,592,400 股 ，同时
向公司股东中国航空 （集团 ） 有限公司定向增发 H 股
157,000,000 股。
前述非公开发行 A 股和定向增发 H 股完成后 ， 经国务院
授权的审批部门核准 ， 公司于 2013 年向公司股东中国航
空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192,796,331 股 。
前述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 ，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
核准 ，公司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 1,440,064,181 股 。
公司现时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14,524,815,185 股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 9,962,131,821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68.59%；
H 股 股 东 持 有 4,562,683,364 股 ， 占 公 司 股 本 总 额 约
31.41%。

第二十一条 公司成立后新 增发行 2,933,210,909 股普 通
股，公司的发起人出售 293,321,091 股普通股 ，所有该等股
份均为 H 股。
经上段所述发行及出售后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公司共发
行 9,433,210,909 股普通股，其中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 4,826,195,989 股内资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51.16%；中
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380,482,920 股外资股 ，占公
司股本总额约 14.64%；H 股股东持有 3,226,532,000 股股
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34.20%。
前述 H 股发行完成后 ，经股东大会 、内资股股东大会和外
资股股东大会分别以特别决议批准，并经国务院授权的审
批部门核准，公司于 2006 年发行了 A 股 1,639,000,000 股 。
公司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并根据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简称 “中国证监会 ”）作出的承诺增持公司股
份共计 122,870,578 股 。 公司经前述增资发行 A 股股份及
股东增持股份后的股本结构为：
公司共发行普通股 11,072,210,909 股， 其中中国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4,949,066,567 股 A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44.70%；中国航空 （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1,380,482,920 股 A
股 ， 占 公 司 股 本 总 额 约 12.47% ； 其 他 A 股 股 东 持 有
1,516,129,422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13.69%；H 股股东持
有 3,226,532,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29.14%。
前述 A 股发行完成后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核准 ，公
司于 2006 年向公司股东国泰航空有限公司增发了 H 股
1,179,151,364 股。
前述定向增发 H 股完成后 ，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核
准 ，公司于 201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 483,592,400 股 ，同时
向公司股东中国航空 （集团 ） 有限公司定向增发 H 股
157,000,000 股。
前述非公开发行 A 股和定向增发 H 股完成后 ， 经国务院
授权的审批部门核准 ， 公司于 2013 年向公司股东中国航
空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192,796,331 股 。
前述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 ，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
核准 ，公司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 1,440,064,181 股 。
前述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 ，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
核准 ，公司于 2023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 1,675,977,653 股 。
公司现时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16,200,792,838 股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 11,638,109,474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约 71.84%；
H 股 股 东 持 有 4,562,683,364 股 ， 占 公 司 股 本 总 额 约
28.16%。

第二十四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524,815,185 元 。 第二十四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200,792,838 元 。

除上述修订外，《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修订后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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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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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因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航”或“公司”）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航空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有限”）以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国泰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航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

● 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后， 中航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2022
年 11月 30日的 51.70%减少至 2023年 1月 16日的 50.14%， 国泰航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2022 年
11月 30日的 18.13%减少至 2023年 1月 16日的 16.26%。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发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3年 1月 16日，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 1,675,977,653股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中航

集团在本次发行中参与认购并获配共计 614,525,150 股 A 股股票。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从
14,524,815,185股增加至 16,200,792,838 股， 中航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航有限以及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国泰航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1 中航集团 40.98 5,952,236,697 40.53 6,566,761,847
2 中航有限 10.72 1,556,334,920 9.61 1,556,334,920
合计 51.70 7,508,571,617 50.14 8,123,096,767
3 国泰航空 18.13 2,633,725,455 16.26 2,633,725,455

注：依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 号）和
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告
（2009 年第 63 号） 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中航集团公司和中航有限分别持有的 127,445,536 和
36,454,464股股份目前处于冻结状态。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上市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

响。
3.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

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