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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蒲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余金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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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3,458,635.24 263,389,536.09 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93,524.21 13,970,148.26 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052,666.32 12,358,854.43 2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562,079.61 77,999,168.46 -196.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1 0.0231 4.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1 0.0231 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0.49% 0.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453,911,387.47 5,621,430,808.47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61,686,654.93 2,947,093,130.72 0.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089.43 报告期固定资产清理净损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6,055.64 

主要为报告期控股子公司海直

通航补提中国海监 B-7115 直升

机机身赔付款公司承担部分。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0,036.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966.69  

合计 -459,142.1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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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2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中海直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8.63% 234,119,474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2% 15,247,100    

楼文胜 境内自然人 1.63% 9,851,665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3% 5,037,825    

吴晓锋 境内自然人 0.72% 4,336,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机遇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4,305,800    

蒋进进 境内自然人 0.55% 3,335,000    

李淼 境内自然人 0.48% 2,937,197    

中国北方航空公

司 
国有法人 0.48% 2,913,067    

李涛 境内自然人 0.46% 2,803,6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 234,119,474 人民币普通股 234,119,47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24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47,100 

楼文胜 9,851,665 人民币普通股 9,851,66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037,825 人民币普通股 5,037,825 

吴晓锋 4,3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6,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4,305,8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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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 

蒋进进 3,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5,000 

李淼 2,937,197 人民币普通股 2,937,197 

中国北方航空公司 2,913,067 人民币普通股 2,913,067 

李涛 2,80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3,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中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参与融资融券的信用账户名称及持股数量分别为：楼文胜信用账户

9,851,665 股；吴晓锋信用账户 4,000,000 股，普通账户 336,000 股，合计 4,336,000 股；

蒋进进信用账户 3,233,700 股，普通账户 101,300 股，合计 3,335,000 股。李涛信用账户

1,619,900 股，普通账户 1,183,700 股，合计 2,803,6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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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变动项目及原因分析 

（1）货币资金372,869,627.83元，较期初550,899,227.61元，减少178,029,599.78元，减幅32.32%，减少的主

要原因：报告期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数。 

（2）其他应收款71,009,819.64元，较期初53,119,614.22元，增加17,890,205.42元，增幅33.68%，增加的主

要原因：报告期保证金、备用金及押金增加。 

（3）应付职工薪酬36,900,962.53元，较期初69,500,559.60元，减少32,599,597.07元，减幅46.91%，减少的

主要原因：报告期发放2017年度员工绩效奖金。 

（4）应交税费33,066,299.02元，较期初56,884,529.89元，减少23,818,230.87元，减幅41.87%，减少的主要

原因：报告期预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控股子公司海直通航支付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支付增值税等税

金致应交税费减少。 

（5）其他应付款56,054,207.58元，较期初102,663,153.25元，减少46,608,945.67元，减幅45.40%，减少的主

要原因：报告期控股子公司海直通航支付中国海监总队B-7115保险赔偿款及因经营租赁境外直升机向税务

局缴纳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产生的滞纳金。 

2、合并利润表变动项目及原因分析 

（1）税金及附加813,155.53元，比上年同期539,169.65元，增加273,985.88 元，增幅50.82%，增加的主要

原因：报告期计提的印花税及城建税等同比增加。 

（2）财务费用5,761,831.73元，比上年同期8,414,991.78 元，减少2,653,160.05 元，减幅31.53%，减少的主

要原因：报告期实现的财务费用-汇兑收益同比增加。 

（3）营业外收支净额为-640,145.07 元，比上年同期3,450,696.88 元，减少4,090,841.95 元，减幅118.55%，

减少的主要原因：报告期主要为控股子公司海直通航补提中国海监总队B-7115机身赔偿款公司承担部分，

上年同期主要为确认的安全奖励基金、个税手续费返还及增值税即征即退补贴。 

3、合并现金流量表变动项目及原因分析 

（1）收到的税费返还1,609,735.01元，比上年同期771,323.46元，增加838,411.55 元，增幅108.70%，增加

的主要原因：报告期控股子公司维修公司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返还款增加。  

（2）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8,477,224.44 元，比上年同期3,968,055.26 元，增加4,509,169.18 元，

增幅113.64%，增加的主要原因：报告期收到退回的海关关税及增值税保证金、投标保证金等。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168,913,612.84 元，比上年同期110,697,536.97元，增加58,216,075.87 

元，增幅52.59%，增加的主要原因：报告期支付的航材采购款、飞机保障费等增加；控股子公司海直通航

补付2013-2017年经营租赁直升机相关租赁成本。 

（4）支付的各项税费26,286,831.63 元，比上年同期19,950,365.47元，增加6,336,466.16 元，增幅31.76%，

增加的主要原因：报告期支付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关税等增加。                           

（5）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75,458,245.00 元，比上年同期13,512,695.63 元，增加61,945,549.37 

元，增幅458.42%，增加的主要原因：报告期控股子公司海直通航支付中国海监总队B-7115直升机机身赔

付款、海关关税增值税保证金及补缴经营租赁直升机相关源泉代扣税款所产生的滞纳金。 

（6）投资所支付的现金70,094,457.25元，比上年同期0元，增加70,094,457.25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报告

期末ABN项目闲置资金用于申购理财产品，因该交易尚未确认形成在途资金。 

（7）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16,138,811.28元，比上年同期27,625,105.66 元，减少11,486,2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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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减幅41.58%，减少的主要原因：报告期主要为控股子公司海直通航支付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上年

同期还包括母公司支付的售后回租本金及利息。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直

通航向中信富通融资租赁2架KA-32型直升机， 2014年8月20日海直通航与中信富通设立的SPV公司天津信

直通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2架Ka-32A11BC直升机的《直升机融资租赁协议》。2015年9月15日，海直

通航与天津信直通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天津信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信富通为此项目新设的专项公

司）三方签署《直升机租赁合同转让与修订协议》，天津信直通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将原《直升机融资租

赁协议》通过概括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新出租人天津信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海直通航将中信富通融资租赁外币长期借款币种变更为人民币的议案，浦银

租赁提供了人民币置换方案，鉴于目前市场环境及资金成本的影响，该项目目前尚未执行，公司将根据进

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报告期公司支付融资租赁两架Ka-32A11BC直升机到期租金及利息共计85.81万

美元。 

（2）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控股子公司海直通航融资租赁3架Ka-32型直升机事项，

2015年6月海直通航与天津招银津三十四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直升机融资租赁协议》。根据协议，海直通

航向天津招银津三十四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三架Ka-32A11BC直升机，融资金额3,876万美元，融资手续

费为融资金额的1%，利率为三个月LIBOR+295BP，融资期限为10年。 

2016 年2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海直通航拟变更部分外币长期借款币种的

议案》 同意公司子公司海直通航在招银租赁融资的美元长期应付款币种变更为人民币，利率为10年期人

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同5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13%。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直通航与天津招银津三

十四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直升机融资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二》,自2016年4月21日起租赁协议项下的租赁保

证金和剩余美元本金按天津招银津三十四租赁有限公司实际购汇汇率6.4920全部置换为人民币，剩余本金

共计折算人民币24,629.28万元，剩余融资租赁期限不变。报告期支付天津招银津三十四租赁有限公司融资

租赁3架Ka-32型直升机租金人民币808.03万元。 

（3）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发行应收账款信托资产支持票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中信信托以发行应收账款信托资产支持票据的方式进行融资。2016年12月9日

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6]ABN8号），同意接受公司资产支持票据

注册金额为3.52亿元。2017年5月4日，公司2017年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优先级和次级在中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发行总额为3.52亿元，其中优先级发行总额为3.15亿元，次级发行总额为0.37亿元。2017年5

月9日本期票据发行所募集资金已到公司账户。按照信托协议约定，该信托产品监管账户内的闲置资金可

以用于再投资，投资范围为在金融机构进行银行存款或其他风险可控、变现能力强的现金管理类产品。2018

年3月30日该项目闲置资金累计申购中信信惠现金管理型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201期理财产品

7,009.45万元，该申购交易至2018年4月2月才予以确认，截至报告期末形成在途资金7,009.45万元。报告

期累计赎回0万元，截至报告期期末余额为31.74万元；报告期确认的投资收益为0.39万元。 

（4）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人民币5000万元向中信信托购买“中信民生31号潍坊市青州宏利应收账款流动化信托项目”信托产品，投

资年限2年，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7%。报告期收到投资收益22.63万元。 

（5）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俄制直升机维修合资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

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和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合资维修企

业。公司已完成中联（天津）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于2018年3月30日领取了由天津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6）公司子公司海直通航补缴自韩国租赁KA32直升机和香港租赁AS350B3直升机代扣代缴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税、增值税、增值税附加及滞纳金，共计4,728.84万元，于2018年2月9日缴纳完毕。 

（7）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两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分别为布局海外市场的香

港子公司及维修板块业务子公司。目前两个子公司注册手续正在办理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直通航融资租赁 2 架

Ka-32A11BC 直升机的事项 

2013 年 11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3-047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 

2013 年 11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3-048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直通

航向中信富通融资租赁 2 架 Ka-32 型直

升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3 年 12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3-053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2014 年 08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4-036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直通

航向中信富通融资租赁 2 架 Ka-32 型直

升机并签订《直升机融资租赁协议》的

公告 

2017 年 02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7-006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直通航融资租赁 3 架

Ka-32 型直升机事项 

2015 年 04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5-016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5 年 08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5-029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2016 年 02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6-00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关于发行应收账款信托资产支持票据暨

关联交易的事项 

2016 年 10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6-024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2016 年 10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6-025  关于发行应收账款信托资

产支持票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6 年 12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6-028 公司关于发行应收账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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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资产支持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2017 年 05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7-022 关于应收账款信托资产支

持票据成功发行的公告 

公司关于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2017 年 12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7-067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 

2017 年 12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7-068 公司关于委托理财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公司关于设立俄制直升机维修合资企业

的事项 

2018 年 02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8-003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 

2016 年 02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8-003 关于设立中俄直升机联合技

术有限公司的公告 

2018 年 04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8-012 关于中联（天津）航空技术

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公司子公司海直通航补缴税款事项 2018 年 01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8-002 关于子公司海直通航补缴税

金的公告 

公司关于设立两家全资子公司的事项 

2018 年 0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8-008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 年 0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8-005 关于设立中信海直航空技术

有限公司的公告 

2018 年 0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 2018-011 关于设立中信海直（香港）

有限公司的公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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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ircs/ssgs/compa

nyIrmForSzse.do?stockcode=000099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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