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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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秀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国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守彬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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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759,997,156.73 17,392,935,986.48 3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33,874,516.21 5,173,519,005.57 -37.4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75,728,671.98 -44.95% 7,366,378,468.07 -5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87,100,636.29 -153.66% -1,683,111,210.19 -34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04,417,235.22 -161.22% -1,740,936,203.57 -39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74,301,527.34 -65.25% -1,323,447,251.09 -160.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7 -153.89% -4.21 -341.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7 -153.89% -4.21 -34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3% 下降 25.63 个百分点 -39.91% 下降 54.40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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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90.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639,490.2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030,792.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042,504.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666,849.0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299,2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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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7,824,99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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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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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00% 168,004,000 168,004,000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80% 91,200,000 91,200,000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0.87% 3,498,479 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84% 3,375,395 0   

WANXIA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0.66% 2,658,100 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52% 2,075,717 0   

侯春虎 境内自然人 0.45% 1,796,145 0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境外法人 0.45% 1,787,418 0   

陈经建 境内自然人 0.40% 1,595,200 0   

王景青 境内自然人 0.33% 1,319,653 0   

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已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NORGES BANK 3,498,479 境内上市外资股 3,498,479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3,375,395 境内上市外资股 3,375,395 

WANXIA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 
2,658,1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65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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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2,075,717 境内上市外资股 2,075,717 

侯春虎 1,796,145 境内上市外资股 1,796,145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1,787,418 境内上市外资股 1,787,418 

陈经建 1,595,2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95,200 

王景青 1,319,653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19,653 

王惠 802,8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802,800 

区燕萍 777,699 境内上市外资股 777,6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山航集团，其代表国家持有股份，所持股份未上市流通。 

2、公司第二大股东为中国国航，其代表国家持有股份，所持股份未上市流通。 

3、前十名股东中，中国国航为山航集团第一大股东；山航集团、中国国航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4、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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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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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9.30 2019.12.31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5,745,762,808.36   598,961,065.69  859.29% 
主要原因系考虑公司未来经营状况及外部资金市

场态势，预留资金用于后续款项支付 

其他流动资产   231,089,431.38   170,020,416.07  35.92% 主要原因系本期留抵增值税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497,093,868.46  874,728,633.32  -43.17% 主要原因系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06,093,615.15  1,105,378,651.73  63.39% 
主要原因系当期公司可抵扣亏损对应确认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增加 

短期借款 2,501,820,000.00  300,329,083.33  733.03% 主要原因系本期新增人民币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909,957.46  126,264.75  620.67% 主要原因系本期持有利率掉期合约公允价值变动 

预收款项   936,873,667.96  -100.00% 主要原因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的影响 

合同负债 539,403,718.01      
主要原因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的影响，同时受

疫情影响，本期预售客票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153,974,351.24  549,061,919.97  -71.96% 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上一年度奖金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80,166,775.56  885,299,947.83  -68.35% 

主要原因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及长期应付款

较期初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1,039,344,074.41      主要原因系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长期借款 4,204,996,296.28  808,001,382.82  420.42% 主要原因系本期新增人民币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1,013,039,722.24      主要原因系本期发行中期票据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8,282,997.15  232,789,494.25  -40.60% 
主要原因系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相应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287,261,666.28  570,487,739.92  -49.65% 主要原因系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未分配利润 1,932,429,041.26  3,588,847,456.98  -46.15% 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本期利润亏损较大 

利润表项目 2020年 1-9 月 2019年 1-9 月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7,366,378,468.07  14,757,853,483.29  -50.09% 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营业成本 8,947,622,862.65  12,852,020,228.21  -30.38% 
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变动成本较去年同期减

少 

税金及附加 7,651,727.72  11,186,359.17  -31.60% 
主要原因系本期增值税减少对应附加减少，以及

部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 

销售费用 374,137,131.99  631,763,390.04  -40.78% 
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减

少 

其他收益 51,306,339.29  75,981,493.81  -32.48%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较去年同期减少 

投资收益 3,523,049.50  6,075,829.06  -42.02% 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确认川航分红款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783,692.71  -1,148,546.20  31.77% 主要原因系本期持有利率掉期合约公允价值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 996,932.33  -2,356,465.18  142.31% 主要原因系按公司执行的坏账准备会计政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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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营业外收入 27,274,180.86  60,624,204.84  -55.01% 
主要原因系本期确认的飞行员流动款较去年同期

减少 

营业外支出 538,159.49  2,940,048.20  -81.70% 
主要原因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去年同期

减少 

所得税费用 -570,424,458.25  222,985,503.25  -355.81% 
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本期利润亏损较大，所

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 1-9 月 2019年 1-9 月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8,302,450,070.09  16,132,957,665.76  -48.54% 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收到的税费返还 50,973,934.55  124,387,256.51  -59.02%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较去年同期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87,907,332.11  219,085,022.89  -59.88%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飞行员流动款

较去年同期减少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7,276,136,527.55  11,076,716,972.02  -34.31% 

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变动成本较去年同期减

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1,057,678.60  556,751,160.22  -65.68% 
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的民航发展基金较去年同期

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3,770,149.50  2,352,722.11  60.25%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被投资企业分红款较去年

同期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351,836.00  54,725.55  542.91% 
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益较去年同期减

少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13,867.45  -100.00% 

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收到持有利率掉期合约实际

交割收益款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268,238,922.73  1,362,001,394.03  -80.31% 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支付购买飞机进度款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47,100.00      

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持有利率掉期合约实际交割

损失款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7,300,000,000.00  590,000,000.00  1137.29% 主要原因系本期筹资活动取得的借款增加 

发行债券收到的

现金 
2,000,000,000.00      主要原因系本期发行中期票据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485,947,232.59  -100.00% 

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收到两架转经营租赁飞机原

购买权价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81,615,924.14  141,932,335.61  -42.50% 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支付上一年度分红款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320,569.68  -8,889,627.93  -96.39% 主要原因系人民币对外币汇率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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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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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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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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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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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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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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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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秀江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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