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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2013年第一季度報告

摘要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財務報告乃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

製，且未經審計。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及13.10B條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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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

連帶責任。

1.2 本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1.4 

公司負責人姓名 董事長司獻民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姓名 總經理譚萬庚先生、財務總監徐杰波先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姓名 財務部總經理盧宏業先生

公司負責人董事長司獻民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總經理譚萬庚先生、財務總監徐杰波

先生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財務部總經理盧宏業先生聲明：保證本季度報告

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2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

末

上年度期

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減(%)

總資産(百萬元) 146,734 142,494 2.98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百萬元) 32,798 32,740 0.1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産(元/股) 3.34 3.33 0.30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百萬元) 2,637 200

每股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元/股) 0.27 200

報告期 年初至報

告期期末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減(%)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百萬元) 57 57 -82.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06 -82.13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4 0.004 -88.96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06 -82.13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0.17 0.17 減少 0.82 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産收

益率(%)
0.11 0.11 減少 0.90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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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  百萬元 幣種: 人民幣

項目 金額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29

所得稅影響額 -7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1

合計 21

2.2 報告期末股東總人數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258,676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

中國南方航空集團公司 4,026,150,000 人民幣普通股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50,574,298 境外上市外資股

南龍控股有限公司 1,033,650,000 境外上市外資股

安徽海螺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188,392,297 人民幣普通股

中航鑫港擔保有限公司 159,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趙曉東 144,853,031 人民幣普通股

全國社保基金五零一組合 78,829,465 人民幣普通股

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傳統－普通保險產

品－022L-CT001 滬
78,2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實研究精選股票

型證券投資基金
29,841,424 人民幣普通股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紅利股

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29,344,099 人民幣普通股

§3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3.1.1 合併資產負債表主要變動項目：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项目
本报告期

末余额

上年度期

末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其他流動資產 1,200 501 140%
主要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廈門航空持

有的國債回購產品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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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職工薪酬 1,164 2,260 -48%
主要為本報告期內支付 2012 年年度

績效工資所致

其他流動負債 500 / / 為本公司發行的短期融資券所致

3.1.2 合併利潤表主要變動項目：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2013 年 1－3 月）

上年同期金额

（2012 年 1－3 月）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營業稅金及附

加
65 652 -90%

主要為本報告期航空業

務收入由交營業稅改征

增值稅所致

財務費用 9 263 -97%

主要為本報告期內人民

幣對美元及日元升值幅

度上升致使匯兌收益增

加所致

營業利潤 -44 324 -114%

主要為本報告期內因市

場因素導致收入增幅放

緩所致

3.1.3 合併現金流量表主要變動項目：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报告期金额

（2013 年 1－3 月）

上年同期金额

（2012 年 1－3 月） 增減比例 變動主要原因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

動有關的現金
148 285 -48%

主要為本報告期內

收到的政府補助減

少所致

支付的各項稅費 626 1,120 -44%

主要為營業稅改征

增值稅後本報告期

內可抵扣的增值稅

進項額較大導致繳

納的稅費減少所致

購建固定資產、無

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支付的現金

2,381 4,252 -44%

主要為本報告期內

支付的飛機預付款

減少所致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

動有關的現金
4,900 / /

主要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廈門航空增

加國債回購產品投

資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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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還債務支付的現

金
9,454 6,312 50%

主要為本報告期內

到期貸款和支付的

應付融資租賃款增

加所致

3.2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董事會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審議通過本公司向中國南方航空集團公司非公開發行股

票事宜，並於 2012 年 8 月 10 日經本公司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次發行

事宜正在進行中。

3.3 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承諾背景 承諾類型 承諾方 承諾內容 履行情況

與股改相

關的承諾
其他

中 國 南 方

航 空 集 團

公司

股權分置改革工作完成後，在遵循

國家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前提下，

南航集團支持南方航空制訂並實施

管理層股權激勵制度。

以上承諾已履行。

其他承諾

解決土地

等產權瑕

疵

中 國 南 方

航 空 集 團

公司

本公司與南航集團 1997 年 5 月 22

日簽訂《財產賠償協定》，根據該協

定南航集團同意就任何質疑或幹預

本公司使用向南航集團所租用的土

地及建築物的權利而產生或導致任

何損失或損害向本公司做出賠償。

以上承諾正在履

行中。

其他

中 國 南 方

航 空 集 團

公司

南航集團與本公司 1995 年為界定與

分配南航集團與本公司資產與負債

於 1995 年 3 月 25 日簽訂一份分立協

定（該協定於 1997 年 5 月 22 日修

訂）。根據分立協定，南航集團與本

公司同意就有關南航集團與本公司

根據分立協定持有或繼承的業務、

資產及負債而導致對方承擔的索

償、債務及費用等，向對方做出賠

償。

以上承諾正在履

行中。

解決土地

等產權瑕

疵

中 國 南 方

航 空 集 團

公司

在 2007 年 8 月 14 日本公司與南航集

團的資產買賣的關聯交易中，本公

司購入的南航食品公司房屋建築物

8 項，合計建築面積 8,013.99 平方

米；培訓中心房屋建築物 11 項，合

計建築面積 13,948.25 平方米，因各

以上承諾正在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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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客觀原因未辦理房屋所有權證。

對此，南航集團出具承諾函，承諾：

（1）上述權證由南航集團負責在

2008 年底前辦理完畢；（2）辦證過

程中發生的費用，由南航集團承擔

並支付；（3）南航集團對上述兩項

承諾事項願意承擔對本公司造成的

一切損失，包括但不限於：A、未取

得權證對生產帶來的損失，B、未取

得權證所引起的潛在風險導致的損

失。由於南航集團在辦理過程中因

種種原因發生了延誤，致使上述權

證的辦理工作在一直未能完成。根

據南航集團最近向本公司出具的承

諾函，南航集團承諾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辦理工作，並願意承

擔因承諾事項對南方航空造成的一

切損失。

其他

中 國 南 方

航 空 集 團

公司

關於本公司與南航集團財務公司

簽訂的《金融服務框架協定》的

相關承諾：

a、財務公司是依據《企業集團財

務公司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依

法設立的企業集團財務公司，主

要為集團成員單位提供存貸款等

財務管理服務，相關資金僅在集

團成員單位之間流動；

b、財務公司所有業務活動均遵照

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運作情況

良好，南方航空在財務公司的相

關存貸款業務具有安全性。在後

續運營過程中，財務公司將繼續

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進行規

範運作；

c、南方航空與財務公司的相關存

貸款將繼續由南方航空依照相關

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

內部程序，進行自主決策，南航

集團不幹預南方航空的相關決

策；

d、鑒於南方航空在資產、業務、

人員、財務、機構等方面均獨立

于南航集團，南航集團將繼續充

分尊重南方航空的經營自主權，

以上承諾正在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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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幹預南方航空的日常商業運

作。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爲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大幅度

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5 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 2012 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為：向全體股東分派現金股利人民幣 490,878,350

元，按公司總股本 9,817,567,000 股計算，每 10 股分配現金股利人民幣 0.5 元（含稅）。上

述利潤分配預案有待本公司股東大會的批准。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謝兵及劉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司獻民、王全華、袁新安及楊麗華、執行董事譚萬庚、

張子芳、徐杰波及李韶彬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貢華章、魏錦才、寧向東及劉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