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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8                            证券简称：华夏航空                             公告编号：2020-062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夏航空 股票代码 0029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俸杰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 30 号  

电话 023-67153222-8903  

电子信箱 dongmiban@chinaexpressair.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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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770,376.00 2,478,492,359.09 -1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27,672.33 140,597,721.78 -9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79,568.47 125,054,002.75 -98.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195,154.19 275,029,803.34 -34.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1 0.1560 -94.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0 0.1560 -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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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6.46%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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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2,667,400.35 9,794,823,583.26 1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72,076,867.49 2,781,925,570.44 17.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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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航空控股

（深圳）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34% 216,000,000 216,000,000   

深圳融达供应

链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8% 83,362,230 83,362,230   

重庆华夏通融

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89% 59,400,000 59,400,000   

深圳瑞成环境

技术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66% 37,800,000 37,800,000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1.99% 13,286,2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先进制造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52% 10,124,452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2% 9,455,530 0   

罗文华 境内自然人 1.34% 8,957,620 0   

李学庆 境内自然人 1.20% 8,000,000 0 质押 8,000,000 

周永麟 境内自然人 1.01% 6,750,200 0 质押 6,7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华夏航空控股（深圳）有限公司、深圳融达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华夏

通融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瑞成环境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胡晓军或其

配偶徐为控制，构成一致行动人。除上述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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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84亿元，同比下降19.96%；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822.77万元，同比下降

94.15%；主营业务毛利率为5.87%，同比下降5.56%。 

报告期内，公司引进一架A320系列飞机，机队规模扩大至50架。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航点数为119个，同比增幅为4.39%，

其中支线航点占比77%；运营航线158条，同比增幅为7.48%；其中支线航线占比93%，独飞航线占比92%。运营效益方面，

公司飞机平均日利用率为7.73小时，报告期末已恢复至9.31小时；通程出行人次为23.56万人次，同比增长26.50%。 

报告期内公司平均航班执行率为68%。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航班执行率已恢复至82%。 

一月至二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客出行由春节前高峰骤然大幅减少，二月受影响较为严重。三月航空出行需求

开始逐步恢复，但恢复速度较缓慢且随疫情而波动：民众出行较谨慎；旅游目的地实行限流等措施；跨省旅游、公商务出行

也未完全放开。报告期内公司航班执行率、客座率同比均大幅下降，营业收入相应减少。 

但是，一方面由于公司独飞航线占比高，旅客出行相对为刚需；另一方面，公司根据疫情期间的市场变化情况及支线

航线网络特征，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努力将疫情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1）与机构客户保持积极沟通，维持稳定良好

的合作关系；（2）采取积极的收益管理政策，提升客票收入水平；（3）充分利用CRJ900和A320两种机型的不同特点，灵

活调整航线结构，提升飞机利用水平；（4）积极争取阶段性市场机会，如春节后企业复工复产等需求。在成本端，航油价

格同比下降，平抑了一部分需求降低的影响。 

疫情期间，公司的支线航线网络体现了其独特的价值。大量独飞航线满足出行刚需，尤其是抗疫人员、物资的运输，

后期以包机等形式助力复工复产，报告期内重大运输（医疗）等累计保障271小时；运行复工复产包机和包座航班108个班次，

其中包机航班61班次，共承运旅客10,055人次。同时，在部分干线航班取消的情况下，公司以全国性的支线航线网络为支撑，

灵活选择中转点，将干线航点相连。 

报告期内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 机队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引进一架A320系列飞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运营38架CRJ900系列飞机，12架A320系列

飞机： 

引进方式 飞机型号 数量 机龄 

自购 CRJ900系列 3 2.44 

融资租赁 CRJ900系列 21 4.56 

经营租赁 CRJ900系列 14 5.37 

经营租赁 A320系列 11 1.68 

融资租赁 A320NEO系列 1 0 

合计  50 3.93 

 

公司引进的飞机均为新飞机，公司机队是我国主要民航企业中最为年轻的机队之一。截至报告期末，平均机龄仅为3.93

年，各项性能良好，飞机及发动机发生故障而进行大修的概率相对较低，日常维护费用亦相对较少，有利于公司运行的效益

性、安全性。 

2. 航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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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飞航线158条，其中国内航线155条，国际航线3条，独飞航线145条，占公司航线比例达92%；

通航城市119个，其中国际航点城市2个；公司支线航点占全部国内支线机场比例达47%。  

随着公司支线航线网络的不断开拓建设，公司支线航线占比达93%，独飞航线占比达92%，高度专注支线建设和作为支

线航空公司的独立性使得公司与其他航司在干支结合的中转联程合作上更具优势。 

报告期末，公司航线网络图如下： 

 
 

3.飞行人员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培养机长数量稳步提升，副驾驶和飞行学员梯队建设良好，满足公司机队规模按规划增长的需求并

保障运行安全高效，飞行人力资源拥有一定宽裕度。公司飞行模拟机和空乘训练设备运行良好，实现了公司在役飞行员和空

乘训练的基本自主供给，有助于提升机组训练效率，节省了委外培训的时间和费用。此外，客舱服务、维修及地面服务等生

产直接相关部门人员满足生产运行需要，保障体系完备，确保公司安全可持续发展。 

4. 安全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航空运输安全运行，无事故征候、事故等不安全事件。公司坚持强化红线、底线意识，压实安全

责任。公司按照民航局要求，开展“抓作风、强三基、守底线”安全整顿活动，截至报告期末，前期部署的42项工作措施，已

完成34项，另有8项持续进行中；并持续进行“六个到班组”建设。公司持续开展法定自查、质量内审和代理人审计；建立全

年罗盘风险预警机制，结合季节性特点、历史不安全事件等针对性进行风险分析，保证公司安全运行。 

5.客运营销 

客票销售方面，公司积极拓展下沉渠道；在线上开展春节“小城市到大城市”活动，父母到子女所在的城市，满足“反向”

过年出行需求；在OTA平台开展“618”等促销活动；推出包含接送机、免费行李额度的套票和“无限飞”等产品，促进客票销

售。报告期内，公司上线会员体系，对用户出行综合画像，为实现精准营销、提高旅客复购率、提升单客价值打好基础。报

告期内公司直销客票比例有所提升。 

大客户合作方面，公司针对高价值的客户独立制定活动方案，通过客户关怀日、答谢活动、商旅沙龙、论坛及客户产

品推荐会等活动形式，增加与大客户的互动，提升客户粘性。 

疫情期间，公司运行复工复产包机和包座航班108个班次，其中包机航班61班次，共承运旅客10,055人次。 

6.通程业务 

报告期内通程旅客占比持续提升：通程旅客23.56万人次，同比增长26.50%；新增通程服务机场15个，公司已在52个机

场开通通程航班。 

公司持续拓展与干线航司的合作，截至报告期末共与27家航空公司开展通程合作，并与部分公司加深合作，进行全舱

（含特价）机票互售。 

报告期内公司拓展销售渠道，形成线上、线下+加非民航销售渠道的综合销售渠道。 

服务支持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升级了同机中转、航班衔接急转服务、隔夜通程等产品和服务。 

由于通程航班的产品、服务跨航司，涉及因素多且变化快，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信息技术开发，上线产品、收益智

能管理系统，并将销售和服务系统融合，提高产品和服务效率。 

7.成本管控 

公司成立降本增效专项小组，指定负责人每周跟进降本工作实施落地。（1）通过航线取直、控制落实剩油等降低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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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航油成本；（2）重点监控发动机状态，通过送修梯次精细化管理等降低维修成本；（3）通过优化薪酬结构、优化空乘

排班、推行属地化政策等节约人工成本；（4）提供差异化餐食，节约餐食成本；（5）提倡全员节约意识，节约差旅办公费。 

8.服务品质 

公司践行“真情服务”理念，并为公司通程业务提供“无微不至、无处不达”的服务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安全严重差错，未发生运行品质事件；一般差错万时率0.06，代理人差错万时率0.17，责任原因运

行品质指标（千架次）0.01，  

疫情期间，公司应对较好，未发生疫情不安全事件，未发生员工染疫事件。 

9.信息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信息技术的平台化、智能化和数字化。 

智能客服上线，有利于公司降低人工客服成本、提升客服质量。疫情期间，保障公司安全复工复产、协同远程办公，

并解决了支线航点分散防控信息报送难的问题。 

10. 主要运营数据 

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变动幅度 

运力        

可用吨公里数（ATK）(万

吨公里)  

         
54,628.67  

         
58,153.82  

-6.06% 

国内           
54,078.70  

         
57,211.77  

-5.48% 

国际                
549.97  

              
942.05  

-41.62% 

地区                       
-    

                     
-    

  

可用座公里数（ASK）(万

人公里)  

       
476,606.39  

       
509,075.61  

-6.38% 

国内         
471,837.48  

       
500,771.51  

-5.78% 

国际             
4,768.92  

           
8,304.10  

-42.57% 

地区                       
-    

                     
-    

  

可用货邮吨公里数(万吨

公里)  

         
18,422.73  

         
18,377.95  

0.24% 

国内           
18,205.25  

         
18,058.78  

0.81% 

国际                
217.48  

              
319.17  

-31.86% 

地区                       
-    

                     
-    

  

载运量                       
-    

                     
-    

  

运输周转量 (RTK)(万吨

公里) 

         
27,887.79  

         
36,286.82  

-23.15% 

国内           
27,603.99  

         
35,732.93  

-22.75% 

国际                
283.80  

              
553.90  

-48.76% 

地区                       
-    

                     
-    

  

旅客周转量(RPK) (万人

公里) 

       
303,639.23  

       
403,356.59  

-24.72% 

国内         
300,545.68  

       
397,181.74  

-24.33% 

国际             
3,093.55  

           
6,174.85  

-49.90% 

地区                       

-    

                     

-    

  

货邮周转量(RFTK)(万吨

公里)  

              
981.32  

              
527.25  

86.12% 

国内                
975.70  

              
527.05  

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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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5.62  

                  
0.20  

2744.85% 

地区                       
-    

                     
-    

  

总载运人次（千人次）             
2,537.98  

           
3,485.86  

-27.19% 

国内             
2,525.02  

           
3,456.68  

-26.95% 

国际                  
12.96  

                
29.18  

-55.58% 

地区                       
-    

                     
-    

  

货邮载重量（吨）             
5,802.96  

           
3,381.24  

71.62% 

国内             
5,787.33  

           
3,380.12  

71.22% 

国际                  
15.63  

                  
1.12  

1299.46% 

地区                       
-    

                     
-    

  

载运率        

综合载运率 (RTK/ATK) 51.05% 62.40% -11.35% 

国内  51.04% 62.46% -11.41% 

国际  51.60% 58.80% -7.19% 

地区        

客座率 (RPK/ASK) 63.71% 79.23% -15.52% 

国内  63.70% 79.31% -15.62% 

国际  64.87% 74.36% -9.49% 

地区        

货邮载运率  5.33% 2.87% 2.46% 

国内  5.36% 2.92% 2.44% 

国际  2.58% 0.06% 2.52% 

地区        

 

注：  

1、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2、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3、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4、运输周转量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邮件）吨位量 

5、旅客周转量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6、货邮周转量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7、综合载运率指以运输周转量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8、客座利用率指以旅客周转量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货邮周转量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

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新收入准则》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06年）》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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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包含多项可明确区分商品的合同的会计

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

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未来在处理常旅客会员权益时将按《新收入准则》，按合同承诺的性质，分别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合同负债。《新

收入准则》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3月，公司投资新设华夏云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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