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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4月13日召开 的2015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8,7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1.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62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8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

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8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98,7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48,05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4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4月2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4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6年4月22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

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4月2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4、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1*****531

刘东良

2 01*****920

刘东杰

3 01*****283

靳彩红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4年04月14日至登记日:2014年04月21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6年4月22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4,000,000 74.97% 37,000,000 111,000,000 74.97%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3,000,000 17.57% 6,500,000 19,500,000 17.57%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61,000,000 82.43% 30,500,000 91,500,000 82.4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4,700,000 25.03% 12,350,000 37,050,000 25.03%

三、股份总数

98,700,000 100.00% 49,350,000 148,050,000 100.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48,050,000股摊薄计算，201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3548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西省稷山县西社工业园区“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张巍

咨询电话:� 0359-5662069

传真电话:� 0359-5662095

九、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利润分配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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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业绩快报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4�月 15�日在 《中国证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证 券 日 报 》、《上海证券报》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了《201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2016-016），现对业绩快报中与前次业绩预

计的差异说明进行补充公告如下：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的业绩存在差异。 前次业绩

预计的披露时间为2016年1月30日，公告编号为2016-010，预计的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28,000万元 ～ -33,000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14元 ～ -0.17元。 而在披

露业绩快报时预计的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450.42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为-0.19元，超出原预计范围的10.46%。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出现差异的原因为公司

披露2015年度业绩预告时，各项资产减值测试工作正在进行中，相关资料尚未完成，导致原

存货提取减值存在差异。

补充后的2015年业绩快报公告如下：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万元）

570,168.18 624,398.49 -8.69

营业利润（万元）

-58,339.20 -28,511.93 -104.61

利润总额（万元）

-53,861.79 -28,321.21 -9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6,450.42 -22,066.94 -65.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9 -0.11 -7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0.91 -6.31 -4.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1,406,941.10 1,713,931.47 -1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546,178.50 349,699.57 56.19

股本（股）

2,281,073,390 279,198,390 71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2.39 1.78 34.27

注：公司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48.56万元，因公司 2015� 年 12� 月份

完成向控股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上年同期数据根据《会计准则》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 相关要求进行了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状况

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406,941.10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613,155.19万元，非流

动资产793,785.91�万元；负债总额为820,236.15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684,977.93�万元，非流动

负债无变动为135,258.21元；股东权益合计为586,704.95�万元。公司的股东权益增加主要是因

为完成向控股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

2、收入及当年损益情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570,168.18�万元，期间费用共计发生 93,190.54�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6,450.42�万元， 原因主要为公司的主要产品受市场影响销

售价格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的业绩存在差异。 前次业绩

预计的披露时间为2016年1月30日，公告编号为2016-010，预计的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8,000万元 ～ -33,000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14元 ～ -0.17元。而在披露业

绩快报时预计的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450.4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

-0.19元，超出原预计范围的10.46%。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出现差异的原因为公司披

露2015年度业绩预告时，各项资产减值测试工作正在进行中，相关资料尚未完成，导致原存货

提取减值存在差异。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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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16年4月21日

●除权除息日：2016年4月22日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情况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16年4月14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公告。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根据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16]审字

1-1022号），本公司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并数）186,704,704.40元，

母公司净利润102,196,429.38元。 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如下：

（1）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10,219,642,94元；

（2）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91,976,786.44元， 加以前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267,

232,525.28�元，2015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59,209,311.72元；

（3）以公司截至2016年3月15日的总股本417,484,5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0.5元（含税），共分配利润20,874,229.50�元。 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338,

335,082.22�元转入下一年度；

（4）以总股本417,484,59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本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17,484,590股变更为834,969,180�股。 转增前，资本公积

697,047,387.45元，转增股本417,484,590元，转增后，尚余资本公积279,562,797.45元。 转增金额

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的余额。

2、公司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的变化

自2016年3月16日公司披露了利润分配方案后（参见2016年3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2016-039））至实施期间，由于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两名激

励对象离职，公司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共计50,400股，由此公司的总股本由417,534,

990股减至417,484,590股。截至2016年3月15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2016-045）。

本次利润分配的总股本基数以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的总股本417,484,590股为基数，上述

总股本变动对本次利润分配没有影响。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无需调整。

4、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与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17,484,5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

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417,484,59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834,969,18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4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4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16年4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6年4月22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4月2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384

冯滨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4月14日至登记日：2016年4月21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

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6年4月22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化前

资本公积

转增股数

本次变化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240,012,559 57.49% 240,012,559 - 480,025,118 57.49%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5,020,552 3.60% 15,020,552 - 30,041,104 3.60%

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4,329,600 1.04% 4,329,600 - 8,659,200 1.04%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20,197,074 4.84% 20,197,074 - 40,394,148 4.84%

04

高管锁定股

70,961,315 17.00% 70,961,315 - 141,922,630 17.00%

05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129,504,018 31.02% 129,504,018 - 259,008,036 31.02%

二、无限售流通股

177,472,031 42.51% 177,472,031 - 354,944,062 42.51%

三、总股本

417,484,590 100.00% 417,484,590 - 834,969,180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一）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834,969,180股摊薄计算，201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0.236元。

（二）股东承诺最低减持价格的调整情况

1、公司首发上市时持股5%以上的股东冯滨、林岩、曹建出具《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意向

及减持意向承诺》，具体如下：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期限

冯滨

股份减

持承诺

持股

5%

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冯滨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下：（一）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二）如

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

逐步减持；（三）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四）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

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持

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以下时除外；（五）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

处理）。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

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25%

。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

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六）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

意向，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

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七）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自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减持。

2017

年

1

月

23

日至

2019

年月

1

月

22

日

林岩、曹建

股份减

持承诺

持股

5%

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公司其余持股

5%

以上的自然人股东林岩、曹建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下：（一）如果在

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

减持；（二）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三）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

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持有公

司股份低于

5%

以下时除外；（四）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

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25%

。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所

持公司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五）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

向，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

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六）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减持。

2015

年

1

月

23

日至

2017

年月

1

月

22

日

注：目前林岩、曹建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根据该减持价格承诺：冯滨、林岩、曹建所持首发上市时股份的减持价格为不低于23.15元

/股。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冯滨、林岩、曹建所持首发上市时股份的减持价格为

不低于1.87元/股。

具体计算为：

（1）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4年1月23日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发行后

的总股本58,29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共分配

利润11,658,000.00元。

调整后减持价格为不低于：22.95元/股。

计算公式：减持价格=首发价格每股23.15元—每股派息0.2元

（2）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总股本69,489,1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共分配利润13,897,833.0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20股。

调整后减持价格为不低于：7.58元/股。

计算公式：减持价格=（调整后的首发价格每股22.95元—每股派息0.2元）/3

（3）公司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208,767,495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调整后减持价格为不低于：3.79元/股。

计算公式：减持价格=调整后的首发价格每股7.58元/2

（4）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16年3月15日公司总股本417,484,59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20,874,229.50�元，以

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调整后减持价格为不低于：1.87元/股。

计算公式：减持价格=（调整后的首发价格每股3.79元—每股派息0.05元）/2

2、公司首发上市时持股5%以上的股东北京嘉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嘉俪

九鼎” ）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一）本机构计划在所持公

司股份锁定期满后12个月内减持完毕，减持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

并报表每股净资产）的150%。 ”

根据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150%，嘉俪九鼎最低减持价格为6.02元/股。 本

次利润分配的实施对嘉俪九鼎的减持价格没有影响。

注：目前嘉俪九鼎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三）重大资产重组、股权激励价格调整的情况

1、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北京市华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调整情况

2016年3月16日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与本

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同意公司采用增发新股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北京市华远国际旅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国旅” ）全体股东持有的华远国旅100%的股权；公司在本次收购同时，

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人民币260,000万元 （不超过本次交易

拟购买标的股权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收购的实施不以本次配套融资的实施为前提。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北京市华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资

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35.82元/股调整为17.89元/股； 发行数量由65,605,802股调整为131,358,

295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42.01元/股调整为不低于20.98元/股；发行股份数

量由不超过61,890,026股调整为不超过123,927,550股。

具体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

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

公告》（2016-066）。

2、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情况

2016年3月30日公司2016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众信国际旅行

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本激励计划所涉及

的标的股票为500万股众信旅游人民币A股普通股，其中首次授予450万股，预留50万股。 公司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3.34元/股。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和首次授

予价格调整为：本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1000万股众信旅游人民币A股普通股，其中首

次授予900万股，预留100万股。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11.65元/股。

根据《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上述限

制性股票数量和授予价格调整尚须公司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审议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东土城路12号3号楼7层（怡和阳光大厦C座）777证券事

务部（邮编：100013）

咨询联系人：胡萍

咨询电话：（010）6448� 9903

传真电话：（010）6448� 9955-110055

电子邮箱：stock@utourworld.com

九、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07� � � �证券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16-066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6年4月16日披露了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2015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16年4

月21日，除权除息日：2016年4月22日。 由此2015年度利润分配将于2016年4�月22日实施完毕。

因2015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北京市华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由35.82元/股调整为17.89元/股；发行数量由65,605,802股调整为131,358,295股。

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42.01元/股调整为不低于20.98元/股；发行数量

由不超过61,890,026股调整为不超过123,927,550股。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概述

2016年3月16日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与本

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同意公司采用增发新股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北京市华远国际旅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国旅” ）全体股东持有的华远国旅100%的股权；公司在本次收购同时，

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人民币260,000万元 （不超过本次交易

拟购买标的股权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收购的实施不以本次配套融资的实施为前提。

二、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

2016�年4月13日，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以公司截至2016年3月15日的总股本417,484,5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0.5元（含税），共分配利润20,874,229.50�元，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10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16年4月21日，除权除息日：2016年4月22日。 由此2015�年度

利润分配将于2016年4�月22日实施完毕。

三、本次交易股票发行价格的调整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股份价格调整

根据公司与华远国旅全体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重组

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向华远国旅全体股东发行股份价格为35.82�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

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

17.89元/股。

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发行股份价格=（调整前的发行股份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

比例）

即：17.89元/股=（原发行价格35.82元/股-每股派息0.05元）÷2

2、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股份底价调整

根据公司重组的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为42.01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

权行为，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

整。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为20.98

元/股。

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调整前的发行底价—每股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比例）

即：20.98元/股=（原发行价格42.01元/股—每股派息0.05元）÷2

四、本次交易股票发行数量的调整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股份数量调整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由65,605,802

股，调整为131,358,295股。

计算公式：

调整后发行股份数量=（各交易对方享有标的股权价值—获得现金对价）÷调整后的发

行底价

即：131,358,295股=（26亿元-2.5亿元）÷每股17.89元

交易对方取得的股份对价数量精确至股，对价股份数量不足一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具体为，调整前：

序号 原股东姓名或名称

本次重组前对华远国

旅的持股比例注（

%

）

各交易对方享有标的股

权价值（万元）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

获得现金对价

（万元）

获得股份对价（股）

1

上海携程

38.0700 98,981.98 - 27,633,160

2

中信夹层

29.6100 76,985.98 25,000 14,513,116

3

天津湘华

7.7832 20,236.32 - 5,649,446

4

谭志斌

4.7752 12,415.52 - 3,466,085

5

曾勤

4.7470 12,342.20 - 3,445,616

6

郭东杰

3.5779 9,302.47 - 2,597,005

7

翔龙二号

3.3573 8,729.05 - 2,436,920

8

何勇

3.2371 8,416.52 - 2,349,671

9

翔龙一号

2.6427 6,871.00 - 1,918,201

10

周长洪

1.4946 3,885.96 - 1,084,857

11

陈自富

0.7050 1,833.00 - 511,725

合计

100 260,000.00 25,000 65,605,802

注：上海携程：全称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信夹层：全称中信夹层（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津湘华：全称天津湘华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翔龙一号：全称天津翔龙一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翔龙二号：天津翔龙二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调整后：

序号 原股东姓名或名称

本次重组前对华远国

旅的持股比例注（

%

）

各交易对方享有标的股

权价值（万元）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

获得现金对价

（万元）

获得股份对价（股）

1

上海携程

38.0700 98,981.98 - 55,328,105

2

中信夹层

29.6100 76,985.98 25,000 29,058,683

3

天津湘华

7.7832 20,236.32 - 11,311,523

4

谭志斌

4.7752 12,415.52 - 6,939,920

5

曾勤

4.7470 12,342.20 - 6,898,936

6

郭东杰

3.5779 9,302.47 - 5,199,817

7

翔龙二号

3.3573 8,729.05 - 4,879,289

8

何勇

3.2371 8,416.52 - 4,704,596

9

翔龙一号

2.6427 6,871.00 - 3,840,692

10

周长洪

1.4946 3,885.96 - 2,172,140

11

陈自富

0.7050 1,833.00 - 1,024,594

合计

100 260,000.00 25,000 131,358,295

2、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数量上限调整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由不超过61,890,026

股调整为不超过123,927,550股。

计算公式：

调整后发行数量上限=募集配套资金金额÷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即：123,927,550股=26亿元÷每股20.98元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其他事项

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 � �公告编号：临2016-017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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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合并旅客

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上升、环比下降。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利用客公里计）同比上

升5.96%，其中国内同比下降1.11%，地区同比下降0.52%，国际同比上升29.81%；旅客周转量同

比上升2.19%，其中国内同比下降5.4%，地区同比上升4.11%，国际同比上升27.55%；客座率为

79.67%，同比下降2.9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国际分别同比下降3.61和1.42个百分点，地区同比

上升3.19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2016年3月货邮周转量（按收入吨公里—货邮运计）同比、环比均上升。 货运运

力投入（按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计）同比上升15.66%，货邮周转量同比上升20.97%；货邮载

运率为50.34%，同比上升2.21个百分点。

2016年3月，本集团引进2架B737-800飞机，退租1架B737-700。 截至2016年3月底，本集团

合计运营669架飞机。

2016年3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载运量

2016

年

3

月

2016

年累计

数值 环比

(%)

同比

(%)

数值 同比

(%)

收入客公里

(RPK)(

百万

)

国内

11510.62 -1.84 -5.40 34485.93 -0.28

地区

276.04 -17.72 4.11 891.98 4.10

国际

4619.18 -4.36 27.55 14212.28 29.50

合计

16405.84 -2.87 2.19 49590.18 6.84

收入吨公里

(RTK)(

百万

)

国内

1169.72 5.67 -4.26 3425.63 -0.14

地区

26.27 -12.22 4.28 82.43 3.66

国际

782.86 22.87 29.02 2201.76 25.01

合计

1978.85 11.55 6.75 5709.82 8.33

收入吨公里—货邮运

(

百万

)

国内

143.09 56.86 1.85 397.36 0.93

地区

1.77 57.19 1.65 4.79 -2.46

国际

373.57 70.88 30.46 957.60 19.82

合计

518.43 66.71 20.97 1359.75 13.52

载客人数

(

千人

)

国内

7835.23 0.30 -5.22 23101.37 -1.29

地区

205.04 -18.78 5.46 668.39 7.29

国际

1141.47 -6.98 21.64 3507.09 24.50

合计

9181.73 -1.18 -2.32 27276.85 1.62

货运及邮运量

(

千吨

)

国内

88.71 52.99 1.03 246.51 0.38

地区

1.63 59.57 3.79 4.35 -2.64

国际

43.02 68.58 27.90 110.48 17.46

合计

133.36 57.77 8.42 361.34 5.01

载运力

2016

年

3

月

2016

年累计

数值 环比

(%)

同比

(%)

数值 同比

(%)

可利用客公里

(ASK)(

百万

)

国内

14443.74 -0.66 -1.11 43511.37 2.55

地区

384.75 -13.02 -0.52 1214.50 2.90

国际

5763.97 -1.55 29.81 17527.86 30.56

合计

20592.45 -1.17 5.96 62253.73 9.15

可利用吨公里

(ATK)(

百万

)

国内

1687.88 -1.36 -1.45 5101.75 2.42

地区

45.84 -14.60 -0.14 146.42 4.80

国际

1149.46 12.14 30.51 3321.99 28.65

合计

2883.17 3.35 9.24 8570.15 11.25

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

(

百万

)

国内

387.94 -3.64 -2.57 1185.73 1.97

地区

11.21 -19.15 1.06 37.11 10.83

国际

630.70 26.63 31.09 1744.48 26.96

合计

1029.80 12.61 15.66 2967.32 15.45

载运率

2016

年

3

月

2016

年累计

数值

(%)

环比

(

百分点

)

同比

(

百分点

)

数值

(%)

同比

(

百分点

)

客座率

(RPK/ASK)

国内

79.69 -0.96 -3.61 79.26 -2.26

地区

71.75 -4.09 3.19 73.44 0.85

国际

80.14 -2.35 -1.42 81.08 -0.67

合计

79.67 -1.40 -2.94 79.66 -1.73

货邮载运率

国内

36.88 14.22 1.60 33.51 -0.34

地区

15.80 7.67 0.09 12.91 -1.76

国际

59.23 15.34 -0.28 54.89 -3.27

合计

50.34 16.34 2.21 45.82 -0.78

总体载运率

(RTK/ATK)

国内

69.30 4.61 -2.03 67.15 -1.72

地区

57.30 1.56 2.43 56.29 -0.62

国际

68.11 5.95 -0.78 66.28 -1.93

合计

68.63 5.04 -1.60 66.62 -1.80

注：1、收入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2、收入吨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3、收入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量；

4、可利用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5、可利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6、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7、客座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利用客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8、货邮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货邮运除以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所得的百分比；

9、总体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利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未经外部审计师审核或审阅，可能与相关期间

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 � �公告编号：临2016-019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为河北航空有限公司

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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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厦门航空” ）

● 被担保人：河北航空有限公司（“河北航空”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厦门航空为河北航空的以下贷款

提供担保：河北航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工商银行” ）签订的最高

余额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 厦门航空已实际为河北航空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航空为自费飞行学员培训费提供的贷

款担保逾期金额分别约为人民币82.41万元和137.7万元。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厦门航空与

工商银行于2016年4月15日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河北航空提供贷款担保，具体如下：

为进一步拓宽河北航空融资渠道，厦门航空自担保协议生效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

在人民币8亿元的最高余额内，为河北航空与工商银行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

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董事会审议情况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5月11日以董事签字同意方式，一致通过以

下议案：1、同意授权厦门航空在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内为河北航空提供累计担

保余额不超过35亿元的贷款担保；2、同意授权厦门航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办理与上

述担保事项相关的所有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3、要求厦门航空按月向本

公司上报累计担保余额，并根据河北航空实际经营情况，及时调整其投资计划，降低投资风

险；4、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 详情请参见于2015年5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南方航空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厦

门航空有限公司为河北航空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股东大会于2015年6月30日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同意授权厦门航空在2015年7月1

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内为河北航空提供累计担保余额不超过35亿元的贷款担保。 详情请

参见于2015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南方航空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河北航空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石家庄市中山东路303号世贸广场酒店

法定代表人：牟建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26亿元

经营范围：国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机场专用路经营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航

空器材、工具设备租赁，航空器材的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股东及持股比例:厦门航空持股99.47%，沈阳中瑞投资有限公司持股0.53%。

被担保人最近两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129.36 4,778.75

负债总额

3,111.61 3,197.28

银行贷款总额

730.67 736.4

流动负债总额

1,662.83 1,952.37

资产净额

1,017.75 1,581.47

2014

年

1-12

月

2015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369.46 1,416.52

净利润

-288.09 13.71

2、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厦门航空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厦门航空55%股份，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和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厦门航空34%和11%股份。 河北航空为厦门航空

的控股子公司，厦门航空持有河北航空99.47%股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与类型

根据厦门航空与工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厦门航空为河北航空与工商银行

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

根据厦门航空与工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

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最高额保

证合同》所述之最高余额内。

3、担保期限

根据厦门航空与工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自借款主合同项下的

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2年；工商银行根据借款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

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2年。

4、担保金额

根据厦门航空与工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最高余额是指在厦门航空承

担保证责任的主债权确定之日，按照工商银行公布的外汇中间价，将不同币种债权折算而成

的以人民币表示的余额之和，最高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整。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厦门航空为河北航空提供贷款担保，充分考虑了河北航空生产经

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扩宽河北航空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帮助其实现扭亏为

盈，符合本公司和厦门航空整体发展的需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厦门航空为自费飞行学员培训费提供贷款担保，所担保的贷款

余额分别约为人民币40,272.96万元和4,212.88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

别约为1.03%和0.11%，逾期担保累计金额约分别为人民币82.41万元和137.7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董事会决议

2、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

4、河北航空2015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 � �公告编号：临2016-018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分红说明会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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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4月20日（星期三）15:30-16:3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公司” ）拟于2016年4月20日召开现金分红说

明会（“本次说明会” ），就本公司2015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的相关事宜予以说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本次说明会将于2016年4月20日（星期三）15:30-16:30以网络形式召开。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谢兵先生及财务部、市场部等人员将参加本次说明会，就本公司2015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的相关事宜予以说明，并回答有关问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4月20日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现金分红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在4月20日15:30-16:30通过互联网（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

直接参与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毛力行、敬俊澄

传真：（8620）86659040

邮件：ir@csair.com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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