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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152                    证券简称：*ST 山航 B                    公告编号：2022-35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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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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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山航 B 股票代码 2001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山航 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广宁 范鹏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东路 5746 号山东航

空大厦 

山东济南历城区遥墙国际机场山东航

空公司办公楼 3 楼 

电话 0531-82085586 0531-82085970 

电子信箱 zqb@sda.cn fanp@sda.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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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9,389,586.87 6,635,551,376.88 -5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96,012,835.71 -795,198,752.78 -3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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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347,940,118.30 -882,473,041.03 -279.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5,337,391.73 809,844,368.06 -158.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8.24 -1.99 -314.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8.24 -1.99 -314.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142.4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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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86,664,621.12 32,643,581,557.18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94,385,341.76 -917,664,639.69 -3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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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见注 8）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质押、标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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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亮 境内自然人 1.28% 5,134,748 0   

张秀峰 境内自然人 0.48% 1,923,633 0   

侯春虎 境内自然人 0.46% 1,829,245 0   

陈经建 境内自然人 0.40% 1,595,200 0   

区燕萍 境内自然人 0.37% 1,460,599 0   

姚明 境内自然人 0.34% 1,362,504 0   

王进军 境内自然人 0.33% 1,300,000 0   

WANXIA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0.27% 1,06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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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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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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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20 山东航空

MTN001 
102000814 

2020 年 04 月

22 日 

2023 年 04 月

24 日 
100,000 2.99%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112.75% 102.8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35 1.87 

三、重要事项 

2022 年 6 月 14 日，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航”）、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航集团”）和山钢金控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金控”）签署《关于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及增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中国国航拟受让山钢金控持有的山航集团股权并拟

向山航集团增资，并且中国国航亦拟与山航集团的其他股东进一步沟通并确定对山航集团的投资安排，中国国航拟通过

前述交易合计持有山航集团不低于 66%的股权，并取得山航集团控制权（以下简称“拟议交易”）。拟议交易将导致中国

国航在山航股份直接和间接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 30%，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国国航应向山航

股份除中国国航及山航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全面要约。详情请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24）、《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关于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34）等文

件。  

拟议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能否筹划成功及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前述事项正在根据相关规定有序推进中，公司

将根据拟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传钰 

2022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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