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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国航 股票代码 6011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国国航 股票代码 007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简称 AIRC 股票代码 AIRC 

股票上市交易所 伦敦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饶昕瑜 秦志杰 

电话 86-10-61461959 86-10-61462558 

传真 86-10-61462805 86-10-61462805 

电子信箱 raoxinyu@airchina.com zhijieqin@airchina.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 185,710,906 173,323,568 7.15 155,219,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0,578,538 46,738,018 8.22 41,652,6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418,820 21,639,589 -42.61 19,666,942 

营业收入 99,840,551 97,139,111 2.78 80,962,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948,044 7,476,855 -33.82 12,208,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632,813 6,783,599 -46.45 10,040,5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20 16.99 

减少 6.79 个百

分点 
4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61 -32.79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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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292468

户（其中

H 股登

记股东

4635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287361 户（其中 H

股登记股东 4572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航空集团公

司 
国家 40.60 5,233,739,762 129,533,679 冻结 127,445,536 

 

国泰航空有限公

司 

境 外 法

人 
19.57 2,523,011,455 0 无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 外 法

人 
13.87 1,787,784,434 0 未知  

 

中国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 

境 外 法

人 
12.08 1,556,334,920 0 冻结 36,454,464 

 

中国航空油料集

团公司 

国 有 法

人 
0.67 86,300,000 0 未知  

 

中外运空运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0.59 75,800,000 0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 沪 

未知 0.53 68,378,218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未知 0.39 50,513,723 0 未知  
 

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未知 0.34 43,576,065 0 未知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08C－

CT001 沪 

未知 0.32 40,842,70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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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航空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故中国航空集团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 52.67%的股

份。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2 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元区仍未摆脱债务危机，国际经济形势不振导致航空运输市

场需求持续低迷，燃油价格高位运行带来的经营成本上升以及行业竞争加剧，进一步加大了

航空业的经营难度。本集团坚持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积极调整航线布局和运力结

构、整合内外资源、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品质、有效应对市场变化，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98.41 

亿元，同比增长 2.7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48 亿元，同比下降 33.82%，

但仍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报告期内，本集团针对市场特点动态管理运力投入，保证了客运业务平稳增长。国际方面，

抓住美国市场转旺的机遇，增加美国航线运力投入；面对欧洲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整体控

制欧洲航线投入规模；适时调减日本航线运力，将释放出的运力投入到优势市场。国内方面，

立足巩固主基地优势地位，增加宽体机在国内干线市场的投入，使运力与市场、机型、航线

的匹配度进一步提高。本集团 2012 年共投入可用座公里 1613.82 亿，同比增加 6.47%；实

现收入客公里 1297.73 亿，同比增长 5.09%；运送旅客 7241.5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92%；

客座率为 80.41%，同比下降 1.06 个百分点；客公里收益为 0.69 元，同比下降 1.43%。 

2012 年，全球航空货运市场依然延续低迷态势，中国航空货运需求下滑，国货航经营遇到

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国货航把握货机运力投入节奏，优化航线网络布局，

新开上海至阿姆斯特丹、郑州至芝加哥航线。开展营销创新，结合客运增投加强腹舱销售。

这些措施对改善货运经营、减少亏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全年投入可用货物吨公里 78.36

亿，同比增加 3.41%；实现收入货运吨公里 45.48 亿，同比增长 3.01%；运送货邮 116.98

万吨，同比增长 1.83%；货邮载运率为 58.05%，同比下降 0.23 个百分点；吨公里收益为 1.69

元，同比下降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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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收入 

2012 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998.41 亿元，同比增长 2.78%。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979.53

亿元，同比增长 3.2%，主要是客运收入的增加；其他业务收入为 18.87亿元，同比减少 14.97%，

主要是子公司旅游等业务收入的下降。 

2012 年本集团实现客运收入 892.79 亿元，同比增加 30.11 亿元。其中，因运力投入增加而

增加收入 56.65 亿元，因收益水平略有下降而减少收入 14.53 亿元，因客座率下降而减少收

入 12.01 亿元。 

2012 年本集团实现货运收入 84.69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因运力投入增加而增加收

入 4.61 亿元，因载运率降低而减少收入 1.8 亿元，因收益水平降低而减少收入 3.58 亿元。 

 

3.1.2 成本 

单位:千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

占总

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

额 

上年

同期

占总

成本

比例

(%) 

本期

金额

较上

年同

期变

动比

例(%) 

航空运输业 航空油料成本 35,638,494  44.12  33,787,447  44.06  5.48 

航空运输业 
起降及停机费

用 
9,185,453  11.37  8,589,092  11.20  6.94 

航空运输业 雇员薪酬成本 9,477,813  11.73  8,073,137  10.53  17.4 

航空运输业 航空餐饮费用 2,817,319   3.49  2,637,438   3.44  6.82 

航空运输业 折旧 9,882,506  12.23  9,114,811  11.88  8.42 

航空运输业 

飞机、发动机

经营性租赁费

用 

3,488,908   4.32  3,736,453   4.87  -6.63 

航空运输业 其他 8,948,198  11.08  9,061,288  11.82  -1.25 

其他主业 其他主业成本 1,335,454   1.66  1,692,769   2.20  -21.11 

 

航空油料成本：同比增加 18.51 亿元，增幅为 5.48%，占营业成本的 44.12%，本报告期的平

均油价较上年波动较小，航空油料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飞行小时增加使得耗油量增

加。本集团 2012 年航空油料消耗量约为 487.16 万吨，同比增加 27.15 万吨，增长 5.9%。  

起降及停机费用：同比增加 5.96 亿元，主要是由于飞机起降架次增加所致。 

雇员薪酬成本：同比增加 14.05 亿元，主要是由于雇员薪酬标准的调整以及雇员数量的增加。 

餐食成本：同比增加 1.80 亿元，主要是由于载客人数增加、服务品质提升，以及原材料价

格的上涨。 

折旧费用：本年内，因自有及融资租赁飞机数量的增加，带来折旧费用相应增加。 

飞机、发动机经营性租赁费用：同比减少 2.48 亿元，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经营租赁飞机略

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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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业成本：同比减少 3.58 亿元，主要是子公司的其他业务规模缩小，成本随之减少。 

 

3.1.3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单位：千元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 利 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 业 成

本 比 上

年 增 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航空客

运 

  

89,279,439  

 

  

71,442,865  

 

19.98 3.49 6.24 -2.07 

航空货

运及邮

运 

8,468,721  

 

7,914,132  

 
6.55 -0.91 2.46 -3.07 

其他 205,064    81,694  60.16 96.16 163.87 -10.22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中国大陆  65,068,578   2.85 

其他国家和地区 32,884,646    3.89 

 

3.1.4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千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其他应收款 3,103,008 1.67 1,662,087 0.96 86.69 

其他流动资

产 
144,552 0.08    

长期待摊费

用 
296,613 0.16 187,893 0.11 57.86 

短期借款 16,787,697 9.04 11,507,317 6.64 45.89 

应付短期融

资债券 
1,500,000 0.81    

交易性金融

负债 
120,413 0.06 223,137 0.13 -46.04 

应交税费 444,972 0.24 2,756,215 1.59 -83.86 

应付债券 12,000,000 6.46 6,000,000 3.46 100.00 

应付融资租 25,476,607 13.72 19,191,860 11.07 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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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款 

盈余公积 4,572,881 2.46 3,471,812 2.00 31.71 

其他应收款：主要是本年多架飞机到机带来的飞机制造商记账回扣增加及子公司坏账准备部

分转回（详见财务报告附注 五.5）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主要是本年 9 月开始执行“营改增”政策，本公司将确认的增值税留抵税额

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主要是本年子公司安排售后租回交易所致。 

短期借款：主要是本集团本年短期融资需求增加所致。 

应付短期融资债券：主要是本年本公司为补充流动资金而发行短期融资债券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主要是本年利率衍生合同负债公允价值转回所致。 

应交税费：主要是本年 9 月开始执行的“营改增”政策使得应纳流转税款减少，及交纳上年

度企业所得税所致。 

应付债券：主要是本年本集团发行了总额为人民币 60 亿元的中期票据所致。 

盈余公积：主要是本年计提 2011 年任意盈余公积及 2012 法定盈余公积所致。 

 

3.1.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强大的品牌优势 

公司经营历史悠久，拥有堪称世界一流的安全飞行记录和国内领先的综合实力，在消费者中

有着广泛的品牌认知度和良好的品牌美誉度。公司是中国唯一的载国旗飞行的民用航空公

司，并是全球最大航空公司联盟－星空联盟的成员，是中国民航唯一一家进入「世界品牌500

强」的企业。 

(2)北京枢纽的市场领导者 

公司主基地位于“中国第一国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首都机场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世界三大航空联盟的重要

中转枢纽。公司北京枢纽的建设目标是牢固确立国际枢纽地位且具有全球竞争力。2012 年，

公司（含深圳航空）在北京枢纽的可用座位公里、航班时刻的份额分别为 54.3%和 46.2%（国

内航空公司份额，不含外航）。 

(3)均衡互补的航线网络 

公司长期以来坚持“国内国际均衡发展，以国内支撑国际”的市场布局原则，在多年的经营

过程中形成了以北京、深圳、上海和成都为节点的四角菱形网络结构和广泛、均衡的国内、

国际航线网络。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经营的客运航线条数达到284条，

其中国际航线72条，地区航线15条，国内航线197条，通航国家（地区）29个。此外，公司

与国泰航空开展的战略合作，实现了两大区域承运人在业务、市场上的强强联合及资源互补。 

(4)高质量的客户基础 

配合公司枢纽网络战略，公司定位于中高端公商务主流旅客市场，目前拥有中国规模最大、

价值最高的客户群体。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司“凤凰知音”会员总量达到2,565

万人，贡献收入占公司客运收入30%以上，其中公商务旅客所占比例较高。2012年，公司新

开发优质客户100家，维护和开发全球客户108家。公司参与的“星空联盟集团客户商务解决

计划”，也极大地丰富了公司的大客户资源。 

(5)领先的成本控制优势 

公司通过搭建飞机、航材、航油等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平台，从源头上降低公司原料采购成本。

在航油价格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公司通过实施套期保值、开展航油节支降低航油成本；通过

搭建电子商务平台、改变营销方式降低服务代理费用；通过多元化的融资工具及组合降低财

务成本，使公司的运行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公司未来将继续加快机队结构的优化步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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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成本领先优势。 

(6)持续的管理创新机制 

公司高度重视管理创新，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成熟的创新机制，主要由鼓励创新

的企业文化、激发创新的人才管理体制和支持创新的管理制度组成。公司与国内外知名大学、

科研机构和咨询公司建立了长期战略性合作关系；公司建立鼓励创新的项目管理组织，并辅

以配套的考核评估和绩效奖惩措施。此外公司还非常关注科技创新，拥有有效专利近百项。 

 

3.2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3.2.1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近年来，行业格局加速调整，欧美传统航空公司借助商业转型、联营合作与股权投资等方式

努力摆脱经营困境；中东承运人与低成本航空公司迅速崛起。国际运力大幅增投中国，国内

运力加速向国际市场转移，国际航线的竞争将更为激烈。中国高铁路网快速成型，将进一步

加剧沿线枢纽点及其辐射带区域内的空铁竞争。 

受近两年航空货运下滑影响，航空运输总周转量增长低于预期，但旅客运输量、客运周转量

的平均增速仍高于 GDP 增速。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仍然较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战略部署，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国务

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后，民航业作为促进经济效益发展重要战略性产业

的地位更加凸显，我国仍然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航空市场。 

 

3.2.2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的发展方向为“大型网络型承运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公司的四大战略目标是“竞

争实力世界前列、发展能力持续增强、客户体验美好独特、相关利益稳步提升”。四大战略

目标以七大战略重点为支撑，通过枢纽网络战略、资源聚合战略和成本优势战略构建可持续

发展的硬实力，通过产品创新战略、品牌战略和专业化战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人才

战略是其他六大战略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 

1．枢纽网络战略。构建北京复合枢纽、成都区域枢纽和上海远程运营能力，将北京建设成

世界级枢纽，建立适应网络化运营的管控模式。 

2．成本优势战略。以机队优化为主要手段，促进机型、市场与航线的匹配，保持行业领先

的成本结构。  

3．资源聚合战略。持续加强航权、时刻、联盟、合作资源的获取和有效利用，继续推进内

部核心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4．产品创新战略。坚持服务产品、运行和营销模式创新，形成全流程的客户解决方案，建

立完善的产品/服务管理体系。实现运行控制和安全管理的信息化，运营品质大幅提升。完

成以电子商务为基础的营销模式和服务模式的转型。 

5．品牌战略。建立完善的品牌管理体系，构建多品牌，推进品牌国际化，树立独特的品牌

价值。 

6．专业化战略。建立以客运业务为核心的相关产业布局，发展货运、维修等业务，建立相

关业务专业化管理体系，实现相关业务协同发展，增加公司的盈利来源，增强抗风险能力。 

7．人才战略。大力培养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业务骨干人才，提升个人绩效和组织绩

效，增强团队合力，清晰人才成长路径，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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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经营计划 

2013 年主要生产目标是：公司、国货航及深航共完成运输飞行 157.6 万小时，总周转量 184.6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8,097 万人，货邮周转量 53 亿吨公里。 

为达到上述目标，公司确定了 2013 年工作重点：1、夯实安全管理基础，全力确保持续安全；

2、准确把握生产节奏，提高生产组织的有效性，加强飞行资源的管理能力，提高资源使用

效率；3、加快营销模式转型，创新效益管理思路和成本管理手段，保持效益领先优势；4、

深化服务管理，创新产品，增强服务发展优势，提升品质，切实改善客户体验；5、提升战

略协同能力，细化协同管理机制，统筹好核心资源配置，推进投资企业的协调发展。 

 

3.2.4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2013 年公司将以内部留存资金和外部融资等方式，合理运用资金，控制资金成本，以维持

日常业务及完成在建工程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3.2.5 可能面对的风险 

(1)航空安全风险 

安全飞行是航空公司维持正常运营和良好声誉的前提条件。飞行事故或事件不仅将导致受损

飞机的修理、造成飞机暂时停运或永久退役，而且还牵涉到受伤及遇难旅客的潜在高额索赔。

同时，飞行事故或事件还将对公司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降低公众对公司的飞行安全的信任

程度，从而对公司的业务和经营业绩造成负面影响。 

(2)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航空运输业是与国内和国际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国民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国民出行频率及选用的交通工具。当前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来看，美国经济正在步入温和复苏

轨道，欧洲经济受债务危机影响前景黯淡，新兴经济体增速持续回落且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

下降，全球经济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如果未来经济景气度下滑，可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3)市场与经营风险 

行业竞争风险 

随着管制的放松和航空公司运营的市场化，国内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扩大机队规

模、增加航线数量、争取优质航线、加入航空联盟等成为普遍采用的竞争手段。国际市场则

基本形成了欧美超级承运人主导的航空运输业竞争新格局。行业巨头们在规模与网络、枢纽

运营、服务质量等方面具备强大的竞争力，随着航权的开放，国际大型航空公司也正在加快

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尤其是纷纷布局国内二三线城市，国内航空公司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竞争

态势。 

高铁替代竞争风险 

高速铁路是国家发展立体交通网络的重要环节，是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产业，与民航、

公路等共同组成我国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但与民航也存在一定竞争关系。但随着未来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高铁和航空在主要交通枢纽有望实现有效接驳，这将为高铁和航

空的发展开创双赢的局面。 

航油价格与燃油附加费政策变化风险 

伴随着近年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震荡，航油成本已成为航空公司最大成本项，占比超过

40%。如果航油价格持续上涨，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受到较大影响。燃油附加费政策的变化

与航油价格变动密切相关，亦会对公司的盈利造成影响。 

(4)财务风险 

从财务构成看，公司期末外币金融负债远大于外币金融资产。在汇率波动情况下，由外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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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折算产生的汇兑损益金额较大，从而影响公司业绩。汇率的波动还将影响公司飞机、航材、

航油等来源于境外的采购成本及境外机场起降费等成本的变动，从而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

定影响。此外，利率的波动也会影响公司的财务成本，从而影响公司业绩。 

 

3.3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3.1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调整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建议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照国际准则报表中当期可供投

资者分配利润的 25%分配现金红利约 7.77 亿元。此方案将呈交公司二零一二年度股东大会

予以审议。 

 

3.3.2 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年度 

每 10 股送

红股数

（股） 

每 10 股派

息数(元)

（含税） 

每 10

股转增

数（股） 

现金分红的

数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

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

比率(%) 

2012 年    0.5935    776,580  4,948,044 15.69  

2011 年    1.180    1,521,251  7,476,855  20.35 

2010 年    1.182    1,523,829  12,208,049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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