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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7-055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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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以市场化价格为基础且预

计占公司同类业务的比例不超过 30%，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造成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7 年 4 月 27日，经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与南航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租赁”）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南

沙南航天如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如租赁”）签署了《飞

机融资租赁协议》。根据前述协议，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从天如

租赁引进 1架空客 A321飞机和 1架空客 A330-300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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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 26日，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与南航

租赁签署了《2017 年下半年飞机融资租赁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2017年下半年框架协议”）。根据 2017年下半年框架协

议，本公司同意南航租赁于 2017年下半年为公司提供不超过公

司当期飞机引进总金额一半的融资服务。上述公告请见公司分

别于 2017年 4月 28日及 2017年 5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发布

的公告。 

鉴于 2017年下半年框架协议即将到期，为保证业务的连续

性，公司与南航租赁拟签署《2018-2019年融资和租赁服务框架

协议》（以下简称“2018-2019年框架协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本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同意。2017 年 10月 17 日，本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与南航租赁签署

2018-2019年框架协议，并授权本公司总会计师、财务总监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应参与审议董事 11人，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6

人。关联董事王昌顺先生、谭万庚先生、张子芳先生、袁新安

先生、杨丽华女士回避对于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经有表决权

的董事审议，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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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各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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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上述

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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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出具审核意见，认

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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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日常关

联交易按照市场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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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由于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中融资租赁业务各年度的租金（包括本金和利息）

和手续费合计上限已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 5%，上述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 

其他 南航租赁 8,640.06 57.72 

注：前次预计金额包括融资租赁飞机租期内的全部租金和手续费，按美元

兑人民币汇率 6.6 计算，下同。 

 2017年 4月 27日，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与南

航租赁的全资子公司天如租赁签署《飞机融资租赁协议》，预计

租金总额和手续费合计不超过 250.93 百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4 

2017年 5月 26日，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与南航租赁

签署 2017年下半年框架协议,同意南航租赁于 2017年下半年为

公司提供不超过公司当期飞机引进总金额一半的融资服务，预

计租金总额和手续费合计不超过 1,058.17百万美元或等值人民

币。因此，按照过去 12个月内的交易累计计算的原则，截至本

公告日，本公司与南航租赁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1,309.1

百万美元，合计约人民币 8,640.06百万元。 

依据公司与南航租赁及其子公司的约定以及行业惯例，采

用融资租赁方式引进飞机，承租人将于交机日前向出租人支付

融资租赁手续费。自交机日起，租金按每月、每季度或每半年

后付原则支付，其中本金部分按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方式计

算。根据上述原则，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支付给南航租赁

及其子公司的费用累计为人民币 57.72百万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百万元 币种：美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8年

预计年

度上限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人民

币百万） 

2019年

预计年

度上限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其他 
南航租赁 

（融资租赁） 
2,621 24.23% 57.72 3,126 28.90% 

其他 
南航租赁 

（经营租赁） 
150 13.51% 0 240 21.61% 

注 1：融资租赁业务占同类业务比例为公司基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最低

融资租赁付款额计算得出。 

注 2：经营租赁业务占同类业务比例为公司基于 2016 年度经营性租赁支出

金额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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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为已交付飞机的

首期租金（含税）及手续费。 

注 4：过往公司与南航租赁未发生经营租赁交易。 

2017 年 10月 17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与南航

租赁签署 2018-2019年框架协议。双方约定 2018年公司通过南

航租赁引进的融资租赁飞机、模拟机、发动机、航材和特种设备

在租期内的租金总额不超过 26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手续费总

额不超过 2,1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2019年公司通过南航租

赁引进的融资租赁飞机、模拟机、发动机、航材和特种设备在租

期内的租金总额不超过 31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手续费总额不

超过 2,6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双方约定 2018年公司向南航租赁支付的经营租赁飞机和发

动机年租金总额不超过 1.5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2019 年公司

向南航租赁支付的经营租赁飞机和发动机年租金总额不超过 2.4

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南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王建军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人民币 

主要股东：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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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租赁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

信息公示平台查询。经营范围以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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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号（自编 1号楼）

X1301-I1254（仅限办公用途）（JM） 

南航租赁 2016年 7 月成立，并于 2017 年 3月正式营业。因

此，截至 2016年底南航租赁尚无可提供的财务报表。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航租赁与本公司同为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南航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南航租赁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中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本公告日，南航租赁及其子公司已向本公司顺利交付 9

架飞机。本公司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南航租赁及其子公司租金和

手续费合计人民币 57.72百万元，预计较同等利率的抵押贷款可

节约的融资成本约为人民币 110百万元。 

南航租赁作为南航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拥有较为雄厚的资本

实力，能保证资金来源充足，具备从事大规模飞机融资租赁交易

的资质和能力。同时，南航租赁的业务团队在飞机租赁领域具有

丰富的经验，且对本公司的业务需求更为了解，从而能够更好地

保障公司按计划顺利引进飞机。在公司与南航租赁以往合作中，

南航租赁能够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以市场化价格向公司提供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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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融资租赁服务，一方面确保公司的飞机引进按期推进，一方

面通过有关安排为公司节约了融资成本。 

综上，本公司认为南航租赁能够按照 2018-2019年框架协议

持续为公司提供优质的飞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服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 2018-2019年框架协议，公司同意南航租赁于

2018-2019年为公司提供飞机（含直升机）、模拟机、发动机、

航材和特种设备（包括特种车辆，输送装卸、安检、通讯导航、

飞行训练、维修及检测设备、工艺设备等）的融资服务以及飞

机、发动机的经营租赁服务。 

其中涉及融资租赁服务的主要内容如下： 

出租人：南航租赁或其在广州南沙保税港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或其他地区设立的全资项目

子公司。  

承租人：本公司或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标的物：承租人计划于 2018-2019年引进的部分飞机、模

拟机、发动机、航材和特种设备。 

租赁方式：融资租赁。 

融资金额：不超过购买标的物总价款的 100%。  

租赁利率：按照出租人和承租人商定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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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总额：包括本金和利息。 

租金支付方式：自标的物交付日起，租金支付按每月、每季

度或半年后付原则，其中本金部分按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原则计

算。出租人就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全额向承租人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供承租人用于增值税抵扣。 

租赁手续费：针对飞机、模拟机或发动机，承租人将于交付

日前向出租人支付的融资租赁手续费比例不超过融资金额的 1%；

针对航材和特种设备，承租人将于交付日前向出租人支付的融资

租赁手续费比例不超过融资金额的 1.5%。 

租赁设备所有权：租赁期间，标的物所有权归属于出租

人。在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最后一期租金和期末名义回购价款

后，出租人应向承租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 

其中涉及经营租赁服务的主要内容如下： 

出租人：南航租赁或其在广州南沙保税港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或其他地区设立的全资项目

子公司。  

承租人：本公司或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标的物：承租人拟于 2018年 1月 1月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经营租赁的飞机和发动机。 

租赁方式：经营租赁。 

租金水平：出租人和承租人商定的飞机和发动机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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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支付方式：自飞机和/或发动机交付日起或代位之日起，

租金支付按每月或每季度预付原则支付。 

租赁设备所有权：租赁期间，出租人拥有飞机和发动机所

有权，承租人享有飞机和发动机使用权。租期结束后，承租人

将飞机和发动机退还给出租人。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为保证定价的公允性，框架协议明确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

定价方法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化价格为基础。具体

如下： 

 1、本公司进行飞机、模拟机、发动机、航材以及特种设备

融资租赁业务的成本包括租金和手续费，因此租金和手续费的总

额即为关联交易的价格。南航租赁参照本公司邀请竞价或询价的

结果，向本公司提供的飞机、发动机、航材以及特种设备融资方

案及融资租赁手续费报价综合成本，不高于本公司邀请不少于三

家独立第三方竞价或询价入围方融资方案及融资租赁手续费报

价综合成本。 

2、本公司进行飞机和发动机经营性租赁业务的成本为租金，

因此年度租金为关联交易的价格。南航租赁经营租赁给本公司的

飞机或发动机，其租金报价综合成本以当期国内市场同型号同机

龄飞机或当期国内市场同型号发动机租赁价格为基础，参照本公

司邀请不少于三家独立第三方竞价或询价的结果，不高于本公司

邀请竞价或询价入围方经营租赁租金报价综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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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南航租赁作为南航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拥有较雄厚的

资本实力，能保证资金来源充足，具备从事大规模飞机融资租赁

交易的资质和能力。此外南航租赁的业务团队在飞机租赁领域具

有丰富经验，能够通过融资租赁业务较好地保障公司顺利引进飞

机，通过经营租赁业务协助公司进一步优化机队和资产结构。 

（二）本公司与南航租赁开展上述融资租赁交易，南航租赁

将就融资租赁租金全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供本公司用于增

值税抵扣。在实际发生金额达到交易上限的情况下，预计可抵扣

的增值税金额扣除支付给南航租赁的手续费后，预计较同等利率

的抵押贷款可节约的融资成本为：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融资租赁可节约融资

成本预估值 

5,914 万美元 

或等值人民币 

7,421 万美元 

或等值人民币 

综上所述，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按照公平、合理的商业

条款厘定，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标的为本公司生产经营必须的资

产，且相关交易均按市场公允价格定价，交易价格均不高于第三

方定价。相关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符合本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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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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