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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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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位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鸿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方辉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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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75,423,356 196,534,935 -1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6,626,428 52,174,440 -29.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079,376 4,533,067 -366.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9,845,287 56,479,571 -6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627,164 611,842 -2,65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666,840 132,978 -10,377.5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5.23 1.14 减少 36.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9298 0.0360 -2,682.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9298 0.0360 -2,6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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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428 226,34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94,986 17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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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9 -3,194,2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28,752 -16,0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20,197 105,9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609 40,431 

所得税影响额 -25,511 700,281 

合计 138,652 -1,960,32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38,9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

司 
3,879,228,176 23.08 0 质押 3,878,092,897 其他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有限责任公司 
662,000,000 3.94 0 质押 662,000,000 其他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593,941,394 3.53 0 冻结 593,941,394 其他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517,671,098 3.08 0 质押 517,545,28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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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498,431,593 2.9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

公 司 － 中 铁 信

托·海南航空定向

增发权益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460,893,854 2.74 0 无 0 其他 

中信建投基金－华

夏银行－西藏信托

－西藏信托－顺景

27号单一资金信托 

460,893,854 2.74 0 无 0 其他 

华福基金－兴业银

行－长安国际信托

－长安信托·海航

定增 1 号单一资金

信托 

454,893,854 2.71 0 无 0 其他 

长江财富－浦发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分行 

430,658,751 2.56 0 无 0 其他 

申万菱信基金－工

商银行－陕西省国

际 信 托 － 陕 国

投·庆元 8 号定向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50,933,213 1.49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3,879,228,176 人民币普通股 3,879,228,176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66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2,000,000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593,941,394 人民币普通股 593,941,394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517,671,098 人民币普通股 517,671,09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98,431,593 人民币普通股 498,431,593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海南航空

定向增发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60,893,854 人民币普通股 460,893,854 

中信建投基金－华夏银行－西藏信托－西藏信

托－顺景 27号单一资金信托 
460,893,854 人民币普通股 460,893,854 

华福基金－兴业银行－长安国际信托－长安信

托·海航定增 1号单一资金信托 
454,893,854 人民币普通股 454,893,854 

长江财富－浦发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430,658,751 人民币普通股 430,65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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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陕西省国际信托－

陕国投·庆元 8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0,933,213 人民币普通股 250,933,2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长江租赁有限公司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子

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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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于2020年4月13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20年4月30日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孙公司股权的报告》，同意控股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向海

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海南国善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国旭实业有限公司、海南

航鹏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金额共计294,399.87万元人民币。截至报告披露日已完成股权

登记变更。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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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预计陷入负增长，航空客运市场受到严重冲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6月2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面临自上

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下滑4.9%（此前4月预期为下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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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的“爬坡”过程预料将漫长而艰难，同时，IMF下调全球经济2021年预计数值至5.4%。IMF预

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3%。 

在疫情冲击之下，2020年航空业的境况非常严峻。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数据，亚

太地区的航空公司将受疫情影响最严重。亚太地区航空公司今年的乘客需求(以营收乘客公里数衡

量)将下降53.8%，而运力(以可用座位公里数衡量)将下降39.2%，预计2020年亚太地区的航空公司

将亏损290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2020年全球航空业预计损失843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同时，自

疫情爆发以来，欧洲和美国的空运业务已经萎缩超过90%。而疫情给航空运输业带来的影响将持续

数年，预计2021年航空公司的客座率将保持在75%以下；航空客运量至少在2023年以前都无法恢复

至疫情之前的水平。如果社交限制措施和封闭措施继续延长，则航空业复苏之路将更为漫长。 

2. 公司积极防疫抗疫，主动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战略，但整体业绩恢复较慢，存在2020年累计

净利润亏损风险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对航空业造成的重大打击，海航控股多措并举有序推进生产经营恢

复。通过推出客货运包机服务，“复工复产”“海南自贸港”“师生返校”主题销售包，“海航

随心飞欢聚自贸港”产品等，在危机中创新机，有效提高机票销售量；创新上线家庭坐席、全面

提升在线智能机器人客服等，确保五星服务品质；通过裁撤无中长期发展计划的过夜基地，实现

集中发展，有效提升飞机利用效率；优化和改造低品质、低收益航线并加强集团内航线网络协同，

实现核心资源高效利用。 

但鉴于目前国内疫情间歇存在局部偶发状况，旅客出行意愿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数值；且国际

疫情防控态势不佳，导致公司国际及地区航线收益表现不佳。公司基于对目前情势的初步判断，

预计2020年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名称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位精 

日期 2020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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