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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次发行仅指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发行，募集配套

资金部分的股份将另行发行。 

二、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 44.09 元/股。 

三、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 433,939,325 股。 

四、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上海机场

递交了新增股份登记申请。2022 年 8 月 1 日，上海机场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

份登记手续已于 2022 年 7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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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限售流通股，发行对象为机场集团，机场集

团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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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书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

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

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公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

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

实施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

其他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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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告书 指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重组报告书 指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重组预案/本次重组 

预案 
指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上海机场/上市公司/公

司/本公司 
指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009.SH） 

交易对方/机场集团 指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虹桥公司 指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物流公司 指 上海机场集团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浦东第四跑道 指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相关资产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虹桥公司 100%股份、物流公司 100%股份及浦东第四跑

道 

标的公司 指 虹桥公司和物流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21年6月30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海机场拟向机场集团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其持有的虹

桥公司 100%股份、物流公司 100%股份及浦东第四跑道 

募集配套资金 指 上市公司拟向机场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上海机场拟进行的资产重组行为，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指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 
指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国泰君安/国泰君安证券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东洲/东洲评估/评估机

构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虹桥公司评估报告》 指 

东洲评估出具的《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1]第

13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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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公司评估报告》 指 

东洲评估出具的《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上海机场集团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1]第

1376 号） 

《浦东第四跑道评估报

告》 
指 

东洲评估出具的《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相关资

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1]第 1377 号） 

过渡期 指 
自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所

在月份之前一个月的最后一日（包括当日）止的期间 

过渡期间损益 指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内产生的盈利或亏损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

上市公司首次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交割日 指 
交易各方完成交割之当日，该日期由交易各方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后另行协商确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差上有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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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重组方案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募集配套

资金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条件满足的基础上实施，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

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机场集团持有的虹桥公司 100%股权、

物流公司 100%股权和浦东第四跑道。本次交易完成后，虹桥公司和物流公司将

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浦东第四跑道将成为上市公司持有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海机场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44.0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标的资产虹桥公司 100%股权最终确定交易作价为 1,451,589.32 万元、物流公

司 100%股权最终确定交易作价为 311,900.00 万元、浦东机场第四跑道的最终

确定交易作价为 149,749.17 万元，上述标的资产合计交易作价为 1,913,238.49

万元，发行股份的数量 433,939,325 股。 

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实施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二）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为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上海机场拟向机场集团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上海机场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39.1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上市公司如有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10 
 

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

调整。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规模预计不超过 500,000.00 万元，根据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发行价格为 39.19 元/股测算，发行数量不超过 127,583,567 股。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重组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最终发行数量以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并支付相关

中介机构费用后拟用于四型机场建设项目、智能货站项目、智慧物流园区综合提

升项目及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与否，不影响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本次交易标的的估值及定价 

（一）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 

（二）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和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根据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东洲评估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虹桥公司 100.00%股权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后出具《虹桥公司评估报告》、对物流公司 100.00%股权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后出具《物流公司评估报告》、对浦东第四跑道相关资产

价值进行评估后出具《浦东第四跑道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对象 账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额 评估增值率 

虹桥公司

100%股权 
757,942.46 1,451,589.32 693,646.86 91.52% 

物流公司

100%股权 
84,303.98 311,900.00 227,596.02 2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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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 账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额 评估增值率 

浦东第四跑道 115,758.17 149,749.17 33,990.99 29.36% 

合计 958,004.61 1,913,238.49 955,233.87 99.71%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标的资产虹桥公司 100%股权最终确定交易作价为 1,451,589.32 万元、物流公

司 100%股权最终确定交易作价为 311,900.00 万元、浦东机场第四跑道的最终

确定交易作价为 149,749.17 万元，上述标的资产合计交易作价为 1,913,238.49

万元。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涉及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为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二）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机场集团。 

（三）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由发行对象以

其持有的虹桥公司 100%股权、物流公司 100%股权及浦东第四跑道认购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四）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首次董事

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及 120 个交易日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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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情况如下：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90%（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48.98 44.09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 53.32 48.00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60.87 54.79 

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股票交易均价＝股票交易总额/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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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最终确定为 44.09 元/股，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

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五）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向重组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应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股，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按

照向下取整的原则确定股数，不足一股的部分，重组交易对方同意豁免公司支付。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部分的交易对价为 1,913,238.49

万元，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433,939,325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

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六）股份锁定期 

机场集团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锁定

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机场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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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

国证监会、上交所的规定和规则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交易对方

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

上市公司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

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七）过渡期损益安排 

除浦东第四跑道外的其他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因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

公司享有，因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机场集团以现金方式全额补偿予上市公司。 

（八）滚存利润的分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发

行完成后各自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四、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二）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机场集团。 

（三）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由发行对象

以现金方式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四）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首次董事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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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决议公告日，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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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为 39.19 元/股。 

在上述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

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五）发行规模及股份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万元，根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价格为 39.19 元/股测算，发行数量为 127,583,567 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且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

的总额不超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

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募集配套资金最终发行数量以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在募集资金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

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作相应调整。 

（六）股份锁定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 

发行对象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原因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

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并支付相关中介机构费用后拟用于四型

机场建设项目、智能货站项目、智慧物流园区综合提升项目及补充上市公司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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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流动资金，其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将不超过本次交易标的作价的

25%。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募集资金

占比 

1 四型机场建设项目 66,231.17 65,100.00 13.02% 

2 智能货站项目 80,000.00 80,000.00 16.00% 

3 智慧物流园区综合提升项目 17,212.96 17,200.00 3.44% 

4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 10,000.00 10,000.00 2.00% 

5 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327,700.00 327,700.00 65.54% 

合计 500,000.00 100.00% 

若配套募集资金金额不足以满足上述用途需要，上市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或

资金自筹等方式补足差额部分。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前，上市公司可根据市场情

况及自身实际情况以自筹的资金择机先行用于上述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待募集资

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八）滚存利润的分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完成前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发

行完成后各自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九）机场集团的具体认购数量 

为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上海机场拟向机场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规模预计不超过 500,000.00 万元，根据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价格为 39.19 元/股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27,583,567 股。

不考虑协议中约定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对发行价格的影响，机场集团拟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127,583,567 股，最终认购数量以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

准。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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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占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的比例等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及交易金额

孰高 

资产净额及交易金额 

孰高 
营业收入 

虹桥公司 100%股权 1,451,589.32 1,451,589.32 217,973.91 

物流公司 100%股权 334,933.53 311,900.00  163,697.53 

浦东机场第四跑道 149,749.17 149,749.17 - 

泓宇航空产业基金 20,000.00 20,000.00 - 

合计 1,956,272.02  1,933,238.49 381,671.44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上市公司 3,320,218.10  2,955,889.65 430,346.51 

指标占比 58.92% 65.40% 88.69% 

注：2020 年 12 月 2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首期

机场航空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 亿元与上海机场泓宇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机场投资有限公司等意向合作方共同发起设立首期航空产业发展股

权投资基金，GP 及基金管理人为上海机场泓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交易资产与公司本次

交易拟购买资产属于同一或相关资产，该次资产交易行为在计算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时需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泓宇航空产业基金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成立并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尚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本次计算以公司出资金额 2 亿

元进行测算。 

本次交易达到《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需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上市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均为机场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资委。因此，本次交易未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交易情形，

不构成重组上市。 

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机场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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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在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时，关联股东亦回避表决。 

八、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拟通过注入机场集团所持虹桥机场相关机场业务核心经营性资产

及配套盈利能力较好的航空延伸业务，通过上市平台整合航空主营业务及资产，

实现做优做强上市公司的目的。 

同时，本次交易有利于根据国家、民航行业和上海市战略规划优化上海两场

航线航班的统一资源配置，结合市场需求统筹调整航线结构，激发潜在国际航运

量，带动长三角机场群乃至城市群的建设发展，更好地辐射长三角等区域经济带，

强化上海国际航空枢纽的市场地位，从而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本次交易完成后，依托上海两场的资源优势发展极具潜力的航空物流业务，

从而实现业务的快速扩张，打造新的盈利增长点，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合并利润表、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

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变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交易前 

（实际数） 

交易后 

（备考数） 

交易前 

（实际数） 

交易后 

（备考数） 

流动资产 1,233,559.78 1,573,764.33  982,422.74 1,257,944.91 

非流动资产 3,945,032.49 5,152,321.35  2,337,795.36 3,253,688.81 

资产总计 5,178,592.27 6,726,085.68  3,320,218.10 4,511,633.73 

流动负债 709,702.26 853,418.57  361,992.93 479,812.29 

非流动负债 1,654,092.45 1,943,836.59  2,335.53 3,769.35 

负债合计 2,363,794.71 2,797,255.17  364,328.46 483,581.64 

所有者权益 2,814,797.56 3,928,830.51  2,955,889.65 4,028,0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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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交易前 

（实际数） 

交易后 

（备考数） 

交易前 

（实际数） 

交易后 

（备考数） 

归属于母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 
2,796,439.43 3,787,607.28  2,921,547.52 3,908,344.65 

营业收入 274,738.18 607,846.31  430,346.51 809,911.38 

利润总额 -177,105.08 -124,702.81  -151,562.52 -109,273.63 

净利润 -118,026.65 -78,878.43  -116,858.46 -85,185.89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5,108.09 -100,394.23  -126,665.14 -119,272.9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5 -0.43 -0.66 -0.51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将有明显增加，综合竞

争实力将显著提升。本次交易系同行业并购，通过资源整合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

司资产质量、优化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将得到提高，财务状况将得以改

善，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192,695.84 万股。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发

行 43,393.93 万股购买标的资产。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上

市公司总股本为 236,089.78 万股。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具体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持股数（股） 

持股 

比例

（%） 

持股数（股） 

持股 

比例

（%） 

1 机场集团 891,290,804 46.25 1,325,230,129 56.13 

2 上海国投公司 134,887,091 7.00 134,887,091 5.71 

3 其他股东合计 900,780,553 46.75 900,780,553 38.15 

合计 1,926,958,448 100.00 2,360,897,773 100.00 

注：机场集团和上海国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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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机场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89,129.08 万股股份，占公司目前股份

总数的 46.25%，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

金），机场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132,523.01 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交易完成后总股

本的 56.13%，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上市公司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

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机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做到

了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人员独立。同时，上市公司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工作需要，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建立了相关的内部

控制制度。上述制度的制定与实行，保障了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将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继续完善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的建设与实施，维

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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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机场集团已履行参与本次交易的有关决策和审批程序，审议通过本次重

组相关议案； 

2、本次重组预可研报告取得上海市国资委备案； 

3、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预案及相

关议案； 

4、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正式方

案及相关议案； 

5、本次交易涉及的国有资产评估结果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6、上海市国资委正式批准本次重组方案； 

7、上市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

议案； 

8、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

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833 号）。 

二、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交割情况 

1、虹桥公司 100%股权 

虹桥公司依法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履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出具的《登记通知书》（NO. 

20000001202207120001）。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机场集团持有的虹桥公司 100%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虹桥公司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已完成，公司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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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持有虹桥公司 100%股权。 

2、物流公司 100%股权 

物流公司依法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履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出具的《登记确认通知书》（NO. 42000001202207110007）。截至本公告书出

具日，机场集团持有的物流公司 100%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物流公司 100%

股权的过户事宜已完成，公司已合法持有物流公司 100%股权。 

3、浦东第四跑道 

公司与机场集团已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共同签署《浦东第四跑道相关资产

交付确认书》。浦东第四跑道资产交割不涉及土地与房产，无需办理相关权属登

记手续。截至本公告日，机场集团持有的浦东第四跑道所涉及相关资产已完成交

割，公司已合法持有浦东第四跑道。 

（二）验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5474 号），截至 2022 年 7 月 21 日止，

虹桥公司 100%股权、物流公司 100%股权和浦东第四跑道均已交付过户至上市

公司名下。本次发行后，上海机场注册资本及股本由人民币 1,926,958,448.00 元

变更为人民币 2,360,897,773.00 元。 

（三）股份登记情况 

2022 年 8 月 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向机场集团合计发行的 433,939,325 股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于 2022 年 7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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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期间损益的分配 

在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标的资

产过渡期间的损益安排。双方确认交割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所在月份之前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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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一日，上市公司应聘请已完成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

行交割审计，并自交割日起九十（90）日内出具资产交割审计报告，该报告应作

为双方确认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的依据。除浦东第四跑道外的其他标的资产在过

渡期内因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因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机场集团以

现金方式全额补偿予上市公司。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相关的审计工作仍在推进过程中。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相关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实际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

况 

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批复后至本公告书出具日，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由于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

事会任期已满，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将进行换届选举，上述选举情况尚需经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五、交易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

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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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协议及承诺履行情况 

（一）协议履行情况 

就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与机场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的

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重组相关方出具了相关承诺，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上

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中详细披露。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承诺各方已经或正在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

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实施后续事项包括： 

1、中国证监会已核准上市公司向机场集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0

亿，上市公司将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进行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并办理相关事宜； 

2、上市公司需就本次重组涉及的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

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3、上市公司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交割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执

行相关协议中关于期间损益归属的有关约定； 

4、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承诺等。 

在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

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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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得到了监管部门的批准，实施

过程合法、合规。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交付过户手

续已经办理完毕，相关手续合法有效；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验资工作；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

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

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批复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

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违规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各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出

具的承诺已经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在交易各方

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

法律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交易各

方可依法实施本次交易； 

（二）上海机场已完成本次交易项下标的交付过户、验资及新增股份登记手

续。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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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

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

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四）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批复后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五）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

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本次重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

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承诺各方已经或正在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

情形； 

（八）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办理后续相关事宜，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

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履

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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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及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433,939,325 股。根据登记结算

公司的有关规定，公司递交了新增股份登记申请，登记结算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新增股份的证券代码：600009 

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情况 

关于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详见“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及涉及发行股份情况”之“（六）股份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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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国

泰君安的持续督导责任与义务如下：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对上海机场的持续督导期间自本

次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结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

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注入资产

的经营情况等等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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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备查文件及备查地点 

一、备查文件 

1、《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

告》； 

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关于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5474 号）；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备查地点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查阅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启航路 900 号 

电话：021-68341609 

传真：021-6834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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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