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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上海航空 指 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联和投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指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 

锦江国际、本次发行对象 指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三大股东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本公司 2009 年度向锦江国际非公开发行

22,222.22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期 指 2006 年、2007 年、2008 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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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2009 年 2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

行有关的议案。 

2009 年 3 月 13 日，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

行有关的议案。 

2009 年 4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受理了公司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 

2009 年 5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 2009 年第 25 次工作

会议审核通过了本次发行。 

2009 年 6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09]484 号文核准了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22,222.22 万股新股。 

2009 年 6 月 22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立信验字[2009]第 11568 号《验资报告》。 

2009 年 6 月 24 日，本公司本次发行的 22,222.22 万股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22,222.22 万股 

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50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即2009年2月26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定价依据为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未发生除权、除息情况，因此本次发行

价格未作除权、除息调整，最终发行价格为4.50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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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974 万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 98,025.99 万元。 

7、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费用项目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

和登记结算等发行费用，发行费用合计为1,974万元。 

8、发行价格与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比率 

本次发行价格为4.50元/股；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为5.50元；

发行价格相当于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81.82%。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1、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本次发行对象、认购数量、限

售期及限售期截止日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限售期 限售期截止日 

1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2,222.22 万股 36 个月 2012 年 6 月 25 日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延安东路100号23楼 

法定代表人：俞敏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亿元整(￥2,000,000,0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1000547 

成立日期：1991年4月13日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企业投资及管理，饭店管理，游乐业配套

服务，国内贸易，物业管理，自有办公楼、公寓租赁，产权经纪及相关项目的咨

询（以上项目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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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国际是在原锦江(集团)有限公司和原新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重组

基础上组建的，组建后的锦江国际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旅游企业集团之一。

锦江国际以酒店、餐饮服务、旅游客运业为核心产业。“锦江”商标为中国驰名商

标、“上海最具影响力服务商标”，列2007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第53

位、上海地区第5位。截至2008年末，锦江国际直接控股或间接控股“锦江酒店”

（2006HK）、“锦江股份”（600754，900934）、“锦江旅游”（900929）、“锦

江投资”（600650，900914）4家上市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锦江国际持有 85,727,737 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的 7.93%。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锦江国际共计持有 307,949,937 股公司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3.62%。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发

生重大偶发性和经常性关联交易。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孙剑峰、黄洁卉  

项目协办人：王中华 

经办人员：邵雷、邓昭焕 

联系电话：021-23219516 

联系传真：021-63411627 

2、公司律师 

名称：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吕晓东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 1515 号嘉里中心 20 楼 

经办律师：黄伟民、陈鹤岚 

联系电话：021-2208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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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传真：021-52985577 

3、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办公地址：上海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经办会计师：刘云、唐国骏 

联系电话：021-63214144 

联系传真：021-6321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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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票交易日为 2009 年 6 月 5 日，截至该日，公司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1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386,461,740 35.73% 0

2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143,886,600 13.30% 0

3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85,727,737 7.93% 0

4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实业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46,848,010 4.33% 0

5 
上海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14,287,956 1.32% 0

6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14,287,900 1.32% 0

7 
中国工商银行－鹏华优质治理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10,049,757 0.93% 0

8 
国 际 金 融 － 花 旗 － MARTIN 

CURRI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7,466,505 0.69% 0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7,000,000 0.65% 0

10 招商证券－渣打－ING BANK N.V.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6,214,067 0.57% 0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告之日，因有涉及与公司相关的重大重组事宜，公

司股票仍按有关规定停牌。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过户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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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1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386,461,740 29.64% 0

2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307,949,937 23.62% 222,222,200

3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143,886,600 11.04% 0

4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实业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46,848,010 3.59% 0

5 
上海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14,287,956 1.10% 0

6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14,287,900 1.10% 0

7 
中国工商银行－鹏华优质治理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10,049,757 0.77% 0

8 
国 际 金 融 － 花 旗 － MARTIN 

CURRI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7,466,505 0.57% 0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7,000,000 0.54% 0

10 招商证券－渣打－ING BANK N.V.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 
6,214,067 0.48% 0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222,222,200 15.6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81,500,000 100.00% 1,081,500,000 84.31%

股份总额 1,081,500,000 100.00% 1,303,722,200 100.00%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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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净资产增加了 98,025.99 万元，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

本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

构更加合理。 

2、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公司主要提供航空运输业服务，即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空客、货、邮运输

及代理等业务。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本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3、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第一大股东联和投资的持股比例由 35.73%下降到 29.64%，

本次发行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治理没有影响。 

4、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5、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联和投资及其关联

方之间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产生新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公司不会

因本次发行发生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联和投资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联和投资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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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单位：元 
2006 年 

主要会计数据 2008 年 2007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3,373,079,963.97 12,310,113,936.89 10,022,997,161.52 10,024,152,316.78

利润总额  -1,346,931,015.99 -479,423,537.60 16,340,673.61 16,132,45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49,250,126.02 -435,117,767.55 9,298,485.97 8,191,08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66,265,691.17 -471,990,718.77 -27,503,947.37  -28,611,347.47

基本每股收益             -1.155 -0.402 0.008 0.008

稀释每股收益             -1.155 -0.402 0.008 0.0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 
-1.078 -0.436 -0.026 -0.026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376.76 -27.44 0.46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9.96 -24.16 0.46 0.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351.73 -29.76 -1.36 -1.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1.33 -26.21 -1.37 -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1,854,430.66 630,824,470.77 1,018,679,122.89 1,019,478,703.3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0.26 0.58 0.94 0.94

总资产  14,212,283,043.74 13,037,903,846.24 11,206,884,097.05 11,198,542,819.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331,579,802.37 1,585,888,169.46 2,018,215,027.00 2,009,171,05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0.31 1.47 1.87 1.86

（二）管理层关于公司最近三年盈利能力的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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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收入及利润波动分析 

1.1 公司最近三年收入及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项目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营业收入 1,337,308.00 9% 1,231,011.39 23% 1,002,299.72
其中：航运业务收入 1,035,815.69 12% 925,047.88 24% 745,090.21
      其他服务业收入  301,492.31 -1% 305,963.51 19% 257,209.51
主营业务利润    2,518.26 -96% 67,558.78 -32% 99,352.34
营业利润  -144,458.28 - -51,765.36 - -2,896.88
净利润  -136,233.30 - -49,757.24 - -653.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24,925.01 - -43,511.78 - 929.85

EBIT(息税前利润)   -95,009.70 - -10,809.22 - 28,970.21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31,229.24 - 53,499.33 -32% 78,931.30

本公司航运业务收入来源于航空客运、货运业务，报告期内，我国民航运输

市场需求总体保持增长态势，公司 2007、2008 年度航运业务收入同比增幅分别

为 24%和 12%。公司其他服务业收入来源于运输代理、旅游服务、酒店投资、

进出口等与航空运输相关的服务收入，2007、2008 年度其他业务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 19%和-1%。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分别为-0.29 亿元、-5.18 亿元和-14.45 亿元，亏

损额持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1）航空运营成本的大幅增加，公司航空运输业务的主要成本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项目 

金额 占比 同比 金额 占比 同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本 1,033,297 100% 21% 857,489 100% 33% 645,738 100%
其中：                 
航空燃料费 497,761 48% 36% 366,768 43% 32% 277,005 43%
飞机租赁费用 129,224 13% 13% 114,278 13% 41% 80,978 13%
直接维修费用 99,393 10% 12% 88,603 10% 50% 59,003 9%
飞航员等人工费用 82,292 8% 32% 62,304 7% 43% 43,424 7%

合计 808,670 78% 28% 631,953 74% 37% 460,41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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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航空燃油费、飞机租赁费、维修费及飞行员费用的增长速度均

高于航空运输收入的增速，报告期内上述四项费用合计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

别为 71.30%，73.70%和 78.26%，比重逐年增加。 

（2）报告期内，本公司根据建立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港的战略定位，新辟了

多条国际航线，但国际航线通常需要较长客户培育期，加上 2008 年全球经济的

快速下滑，因此国际航线营运效率低，短期内难以扭亏。 

（3）本公司 2006 年 4 月发起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上货航处于起步期，2007

年及 2008 年度上货航对本公司合并净利润的影响分别为亏损 9,000 万元、亏损

1.45 亿元。 

（4）由于报告期内航空运输市场的竞争激烈，虽然国内客运能够维持高运

量，但运价仍处于较低水平。 

（5）本公司拥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两个机场运营基地。本公司对于基地

建设的投入相对较大，两个运营基地的地勤人员劳务、固定资产的重复建设等不

可避免，增加了本公司的业务经营成本。 

（6）2007 年本公司加入星空联盟，仅支付入盟费就达 500 万欧元。 

（7）2008 年 5 至 9 月，因汶川地震及奥运安保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传统

航空旺季的二、三季度正常需求受到抑制。 

本公司的净利润与去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值后的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系资

产结构中非流动资产占比较大，存在相当数量固定成本。去除息、税、折旧及摊

销值后的利润仍呈现下降趋势。 

1.2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地区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地区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国内航线 722,185.79 6% 682,466.10 10% 621,603.04
国际航线 313,629.90 29% 242,581.78 96% 123,487.17
合计 1,035,815.69 12% 925,047.88 24% 745,090.21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国内运输收入（近三年国内航

线贡献收入分别为 62 亿、68 亿和 72 亿元），同时国外运输收入也呈现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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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由上表可见，本公司国内航线收入在报告期内保持增长。国际航线收入在

2007 年度同比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1）本公司 2006 年末开通了香港航线；2007 年全面介入亚洲主流国际航

线，先后开辟了韩国首尔（金浦）线、日本东京（羽田）线、韩国釜山线、巴厘

岛线等国际航线；2008 年开辟了上海到塞班包机航线和重庆曼谷航线，此外在

金边、巴厘岛、釜山、东京、金浦等航线上增加了航班的飞行密度。但截至报告

期末，本公司的国际航线仍未达到理想的营运效率。 

（2）随着国际航油价格的上涨，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相应上调亦增加了

国际航线收入。 

1.3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分布情况 

（1）营业收入的业务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业  务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旅客运输收入 822,046.44 61.47% 730,801.63 59.37% 616,057.23 61.47%

货邮运输收入 213,769.25 15.99% 194,246.25 15.78% 129,032.98 12.87%

相关服务业收入 301,492.31 22.54% 305,963.51 24.85% 257,209.51 25.66%

合计 1,337,308.00 100.00% 1,231,011.39 100.00% 1,002,299.72 100.00%

由上表可见，营业收入中各项业务收入占总额的比重在报告期内基本保持稳

定。 

报告期内，本公司航空运输业务总体收入持续上升；但旅客运输收入占总收

入比重有所下降；货邮运输收入呈稳步上升趋势，主要系公司在近年来的业务扩

张及多元化发展过程中，为加强货运业务的拓展组建控股子公司上货航，并开辟

多条国际货运航线，货邮运输收入得以提高。 

（2）主营业务利润的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业  务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航空运输 2,518.26 -96% 67,558.78 -32% 99,352.34
相关服务业 82,867.03 17% 70,912.42 44% 49,338.83

合计 85,385.29 -38% 138,471.20 -7% 148,6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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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本公司营业收入呈上升趋势，但航空运输业务利润同

比下降。 

报告期内，本公司航空运输业务利润同比下降。报告期内，本公司与航空产

业相关服务业的利润呈现增长态势，2007 和 2008 年度同比分别增长 44%和

17%，主要系近年来公司加大力度拓展航空产业链相关服务。 

2、毛利率分析 

公司最近三年毛利率情况如下： 

产品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航空运输毛利率 0.24% 7.3% 13.33%

相关服务业毛利率 27.49% 23.18% 19.18%

综合毛利率 6.38% 11.25% 14.84%

报告期内，本公司航空运输业务毛利率呈下降趋势。2008 年度本公司主营

业务航空运输毛利率下降较快，除运营成本上升及货运价格下降的影响外，汶川

地震、奥运安保以及第四季度经济危机加剧致使客座率下滑，国内航线客座率由

2007 年度的 75.1%下降到 2008 年的 72.5%。 

除上述营业收入及利润波动分析中所述航空运营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外，

业内激烈竞争导致航空运输低运价，是本公司毛利率下降的另一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本公司单位客货运价的经济指标如下： 

项    目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国内客运收益（元每收入客公里）（注 1） 0.43 0.43 0.46
国际客运收益（元每收入客公里） 0.39 0.37 0.38
货运收益（元每收入吨公里）（注 2） 1.51 1.69 1.72

注 1：元每收入客公里 = 航空客运总收入 / ∑（航段旅客运输量[人] × 航段距离[公里]） 
注 2：元每收入吨公里 = 航空货运总收入 / ∑（航段货物运输量[吨] × 航段距离[公里]） 

由上表可见，本公司机队规模扩张后，由于国内、国际航空业的竞争激烈，

客运价基本保持不变，没有随成本上升而上调，货运价表现为逐年下降趋势。 

本公司的航空产业链相关服务主要为运输代理、旅游服务、酒店投资、进出

口等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相关服务业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6%、25%

和 23%，稳定在 20%以上。由于相关服务业的成本主要是工资费用，受航油价

格的间接影响有限，因此其毛利率相对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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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间费用分析 

公司报告期内期间费用及其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项  目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营业费用 107,580.75 8.04 97,995.28 7.96 77,047.33 7.69 

管理费用 61,582.87 4.60 49,239.33 4.00 36,224.78 3.61 

财务费用 12,243.74 0.92 10,883.72 0.88 14,030.37 1.40 

合计 181,407.36 13.57 158,118.33 12.84 127,302.48 12.70 

3.1 营业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营业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基本维持在 7.5%-8%左右。 

本公司营业费用主要包括商务、货运等销售部门人员的人力资源成本，销售

机构的日常经费支出，订座费用，结算手续费和销售代理费支出等。 

2007 年营业费用较 2006 年增加 2.09 亿元，增长 27%，原因为：订座费用、

结算手续费和销售代理费等支出与 2007 年营业收入增长保持同方向变化；随着

本公司开辟国际业务的力度加大，营业费用也随之大幅增长；此外，2007 年本

公司为加入星空联盟总计支付了 5,354.98 万元的费用，也计入当年营业费用。 

2008 年营业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与 2007 年基本保持一致。 

3.2 管理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管业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基本维持在 4%左右。 

本公司管理费用主要包括管理部门的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机构的日常经费支

出等。 

近三年本公司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相继提高，原因为：受国家宏观经济

影响，由于报告期内 CPI 保持高速增长，与人力资源成本相关的工资、福利费、

劳动保险费、待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相继上调。 

3.3 财务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维持在 0.8%-1.4%左右。 

本公司财务费用主要由利息费用和汇兑损益构成。 

2007 年财务费用较 2006 年下降 22%，原因为：2007 年人民币升值致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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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汇兑收益同比增加 14,689.27 万元。 

2008 年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与 2007 年基本保持一致。 

4、投资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分析 

项    目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投资收益（万元） 370.09 1,075.11 1,183.96
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比例（%） - - 72.46%
非经常性损益（万元） -8,298.44 3,687.30 3,680.24
非经常性损益占利润总额比例（%） - - 225.22%

报告期内的投资收益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下实际收到的现金分

红以及权益法核算下按持股比例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本公司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明细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一）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5.18 -753.60 4,115.54

（二）处置股权产生的收益 0.00 0.00 0.00

（三）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8,032.72 4,349.56 219.59

（四）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1,469.01 0.00 0.00

（五）持有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17,502.04 0.00 0.00

（六）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378.63 36.45 -5.42

（七）其他 -445.74 205.39 42.43

（八）所得税影响数 -115.84 -150.51 -691.89

合      计 -8,298.44 3,687.30 3,680.24

由上表可见，本公司 2006 年及 2007 年的非经常性收益主要为政府补助。

2008 年非经常性损益为负值，主要系航油套期保值合约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

的公允价值损失 1.75 亿元。 

5、盈利能力指标 

本公司最近三年的盈利能力比率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   目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总资产收益率（%） -8.79 -3.34 0.08
净资产收益率（%） -376.76 -27.44 0.46
每股收益（元） -1.16 -0.4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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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关于公司近三年的现金流量的讨论与分析 

本公司最近三年的现金流量主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85.44 63,082.45 101,867.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63.74 -95,655.84 -183,478.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682.35 65,269.10 89,313.10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275.75 -207.79 -135.4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528.30 32,487.92 7,567.06

报告期内，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净流入，但金额呈现逐年

下降趋势，主要系公司航空运输收入的增速低于航油、租赁、维修和人工成本等

支出的增速所致。 

报告期内，本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净流出。2007 年度投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同比减少 8.78 亿元，系公司售后回租 4 架 B757 飞机

所致。2008 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 亿元，主要系购置飞机 2 架

支付 6.3 亿元。 

报告期内，本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为向金融机构借款所致。

由于业绩连续两年亏损，公司购置飞机等投资活动的资金主要依赖金融机构借

款，因此，2008 年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净额与同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出净额相当。 

报告期内，公司各年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均表现为净流入。上述分析结

果表明：报告期内公司因自身盈利能力的限制，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无法

维持投资活动所需的现金支出，投资活动的资金缺口通过向金融机构债务融资的

方式解决。 

（四）管理层关于公司近三年资产负债结构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资产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构成 金额 
（万元） 

比重 
（%）

金额 
（万元） 

比重 
（%）

金额 
（万元） 

比重 
（%）

流动资产 268,318.61 18.88 292,084.90 22.40 214,568.22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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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 25,180.14 1.77 20,684.64 1.59 14,023.58 1.25

固定资产 803,779.63 56.56 734,893.09 56.37 731,342.56 65.26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323,949.92 22.79 256,127.75 19.64 160,754.05 14.34

资产总计 1,421,228.30 100.00 1,303,790.38 100.00 1,120,688.41 100.00

流动负债 974,316.39 68.55 774,895.45 59.43 548,306.17 48.93

长期负债 408,182.06 28.72 364,822.47 27.99 362,105.79 32.31

负债总计 1,382,498.45 97.27 1,139,717.92 87.42 910,411.96 81.24

股东权益 38,729.86 2.73 164,072.47 12.58 210,276.45 18.76

从上表可以看出： 

1、公司主要资产由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构成，历年所占比例均达到 80%左

右，自 2006 年以来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 2006 年开始

公司每年新引进的飞机以经营租赁方式为主，经营租赁的飞机不计入固定资产。 

2、公司负债构成主要是向金融机构借款，总体负债水平较高，最近三年母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在 80%以上。 

3、报告期内，本公司总资产金额逐年增长，主要是因为机队规模的扩大，

公司通过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不断引进飞机及发动机，机队规模由 2005 年末的

42 架扩充至目前的 66 架。 

（五）或有事项和承诺事项 

1、或有事项 

2009 年 6 月 9 日，本公司公告有涉及公司相关的重大重组事宜，公司已按

有关规定申请股票停牌，并正在向相关部门进行重组方案的政策咨询及方案论

证，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出现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截至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

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2、承诺事项 

本公司 2008 年对常旅客奖励积分采用增量成本法核算常旅客成本，对达到

奖励标准的积分按照增加的额外成本预提，当旅客领取奖励或累积积分有效期届

满时，冲减预提的额外成本。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提取的预计负债余额为 4,715,041.33 元，

系公司根据对常旅客积分的奖励政策，对达到奖励标准的积分按照增加的额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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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提的准备。经核查，公司采取增量成本法核算的原因是，公司常旅客规模相

对较小，奖励积分兑换对财务影响也相对较少。但该常旅客奖励积分的会计核算

方法不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根据监管机关要求，公司应予及时更正。 

本公司已承诺：在 2009 会计年度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

业 2008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 号）第 9 条的规定，将常旅客奖

励积分的公允价值确认为递延收益。该项会计政策的变更将在 2009 年的中报中

披露，并对 2008 年比较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及重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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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22,222.22万股，共募集资金 99,999.99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1,974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98,025.99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必要性分析 

根据公司2008年审计报告，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上海航空总资产142.13亿

元，总负债138.2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3.32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

高达95.81%（母公司报表口径），公司偿债能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偏弱。因此，

公司当前急需补充流动资金，改善财务经营状况，从而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

提高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三）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的成功运用将提高本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

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一、可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按照公司2008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测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将增加98,025.99

万元，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降低6.71个百分点，公司财务状况将得以改善。 

第二、可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为维持日常经营需要大量资金支付经营

活动的现金支出，这些大项支出主要包括航空油料费用、起降费用、飞机维修费、

航路费用、购买飞机航材及员工薪酬等，若流动资金不足以支付上述费用时，公

司一般通过短期借款的方式进行弥补。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后，公司营运资金压力将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相当于减少等额短期债务融资，从

而减少财务费用。以一年期短期借款利率5.31%利率水平（2008年12月23日起

执行）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98,025.99万元（扣除发行费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相当于每年降低利息费用约5,205.18万元。 

第三、可以拓展融资渠道以支持业务经营发展。截至2009年6月中旬，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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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企业通过银行借款融资的难度逐渐加大。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现金以补充流动资金，将使公司财务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并使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债务融资的能力提高，公司有机会获得融资成本更低的资金，

从而更加有助于支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 

（四）募集资金使用制度和专项账户 

本公司董事会已制定了《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并在“第二章 募集资金存储”中详细规定了募集资

金专项存储制度。同时针对本次募集资金存储，本公司已在工商银行淮海中路第

一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3 
 

五、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经本保荐人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与发行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

行方案一致。 

（二）本次发行的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发行程序。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确定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律师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有关中国法律法规

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

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人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保荐机构和

主承销商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公司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核准通知》的规定，符合《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及结果符合《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及有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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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声明 

本保荐机构及签字的保荐代表人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王中华 

 

 

 

保荐代表人：        孙剑峰                  黄洁卉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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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经办律师：            黄伟民                 陈鹤岚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吕晓东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2009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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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

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刘  云                   唐国骏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朱建弟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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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一）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证券发行保荐书》、《关于保荐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尽职调查报告》《关于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

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和《关于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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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9]484 号”文核准，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上海航空”）于 2009 年 6 月实施非公开发行 222,222,200 股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本保荐人”）

作为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根据《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发行过程进行了现场审核，并对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检查，现

出具审核报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4.50 元/股，为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公

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平均值的 90%。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222,222,200 股。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 1 名，未超过《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0 号）规定的 10 家投资者上限。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980,259,900 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发行人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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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保荐人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总

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2009 年 2 月 25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

发行有关的议案。 

2009 年 3 月 13 日，发行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

发行有关的议案。 

2009 年 4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受理了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 

2009 年 5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 2009 年第 25 次工作

会议审核通过了本次发行方案。 

2009 年 6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09]484 号文核准了发行人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22,222.22 万股新股。 

 

经本保荐人核查，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缴款与验资 

发行人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向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

江国际”）发出了《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通知

锦江国际按《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之上海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书》的约定，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下午 15：00 时前将认购资金划至保荐人指定的收款帐户。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2009）第 1543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9 年 6 月 19 日 15:00 时，

保荐人收到锦江国际缴纳的认股款人民币 999,999,900 元。 

2009 年 6 月 22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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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09 年 6 月 22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信会师报字（2009）

第 11568 号《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载明 2009 年 6 月 22 日，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00 元，扣除保荐机构保荐费用和

承销费用人民币 18,000,000 元，发行人实际收到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汇入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981,999,900 元。扣除发行人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

和公告刊登费用 1,740,000 元，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80,259,900 元。 

 

经核查，本保荐人认为本次发行的缴款和验资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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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荐人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

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经本保荐人核查，本保荐人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与发行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

行方案一致。 

（二）本次发行的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发行程序。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确定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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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王中华               

 

 

 

 

保荐代表人：孙剑峰         黄洁卉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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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方案实施之 
 

法律意见书 
 

引  言 
 
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一)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发行人”或“上海航空”)的委托，并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

《聘请律师合同》，委派黄伟民律师和陈鹤岚律师为经办律师(以下合

称“本所经办律师”)，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海通证券”)
担任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的上海航空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实施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二)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称“中国”，为本法律意

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具有执业资格，可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实施所涉事项见证并就

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三)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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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称“《实施细则》”)、《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以下

合称“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http://www.fangdalaw.com/
mailto:email@fangda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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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应当声明的事项 
 
(一)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中国已经公布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不

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

见书涉及相关内容的，均为对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发行人提供

的文件的引述。 
 

(二) 在本法律意见书的制作过程中，本所经办律师已按照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

料及证言进行核查判断，并审阅了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必需的有关文件。 
 
(三) 本所经办律师已得到发行人的保证，即发行人向本所经办律师提供的

文件、资料、口头证言均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

遗漏和误导之处，其中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保证与正本或原

件相符。本所经办律师对于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股东、发行人或者

其它单位及个人经正当程序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四) 本所经办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及重大遗漏。 
 
(五)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六) 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的文件中部分

或全部引用，或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七) 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法定文件，

随其它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监会，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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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意 见 书 正 文 
 
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系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由发

行人与海通证券共同组织实施。根据发行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为： 
 
1.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项下发行的股票(以下称“本次发行股票”)全部采用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6 个月内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 
 

3.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222,222,2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00 元(含发行费用)。若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除权、除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将根据募集资金总额及除

权、除息后的非公开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4.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锦江

集团”)，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锦江集团为发行人的第三大

股东。锦江集团将以人民币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 A 股股票。 
 

5.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董事会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09 年 2 月 26 日(以下

称“定价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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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为人民币 4.50 元/股，发行价格定价依据为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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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将

作相应除权、除息调整。 
 

6. 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即锦江集团认

购的股票在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7.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发行人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发行人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发行人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或承担。 
 

8.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00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

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9.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票在适用的锁定期届满后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称“上交

所”)上市交易。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即

自 2009 年 3 月 13 日起至 2010 年 3 月 12 日止。如国家法律、法规对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发行人将按新的规定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进行调整。 
 

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及有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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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2009 年 3 月 13 日，发行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同意发行人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 
 
 根据发行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发行人

董事会已获得股东大会授权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具体方案。 
 
(二) 中国证监会于 2009 年 6 月 5 日签发了《关于核准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484 号，以下称“《核准通

知》”)，该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

授权和批准，发行人董事会已获得股东大会的必要授权，有权在股东大会授权范

围内办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宜。 
 
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海航空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其发行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海通证券作为本次上海航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其保荐资格和承销资格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发行对象 
 
根据发行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核准通知》以及发行人为本次非

公开发行而与锦江集团于 2009 年 2 月 25 日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书》，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特定发行对象为锦江集团，系发行人的第二大股东，一家中国境内注

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 200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核准通知》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亦符合《管理办

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五、关于《股份认购合同》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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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与锦江集团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书》。本所经办

律师认为，《股份认购协议书》构成发行人与锦江集团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签

署的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及结果 
 
(一)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书》及海通证券提供的《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50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总数为 222,222,200 股，全部由锦江集团以现金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为人民币 4.50 元/股，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

价基准日(即 2009年 2月 26日)前 20个交易日发行人A股股票均价的

90%，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222,222,200 股，发行总量未超过

222,222,200 股，符合《核准通知》的相关规定。 
 

(二)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文号：信会师报

字 (2009)第 11568 号 )，锦江集团应缴纳的出资额总计人民币

999,999,900 元，截至 2009 年 6 月 22 日，海通证券扣除承销费及保荐

费共计人民币 18,000,000 元后，将人民币 981,999,900 元汇入发行人的

银行账户。发行人尚需支付非公开发行律师费用人民币 900,000 元、

会计师费用人民币 350,000 元、公告刊登费 490,000 元，发行人实际收

到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80,259,900 元，其中人民币 222,222,200
元计入股本，剩余人民币 758,037,7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及结果符合《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及有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七、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及有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

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人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

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审议并通

过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核准通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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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及结果符合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有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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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签署。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肆(4)份。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吕晓东 律师 

                    

 

 

 

经办律师：黄伟民 律师  陈鹤岚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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