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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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第三季度報告

摘要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2011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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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及13.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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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三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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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01 111,229 13.19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百萬元) 32,892 26,755 22.9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産(元) 3.35 2.73 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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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9 24.18

每股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元/股) 1.19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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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5,887 2.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60 -15.79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57 -18.42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32 0.60 -15.79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10 19.74
減少 11.77 個百分

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産收

益率(%)
9.75 18.85

減少 12.03 個百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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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78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與企業業務密切相關，按照國家統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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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準定額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

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

得的投資收益

1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27

所得稅影響額 -88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11

合計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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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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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50,06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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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量化核

心證券投資
58,431,394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傳統－普通保險產

品－005L－CT001 滬
40,321,492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建設銀行－銀華－道瓊斯 88 精選證券投資

基金
17,685,823

人民幣普通股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五組合 17,599,869 人民幣普通股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6,115,507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農業銀行－華夏復興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14,551,708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滬深 300 增強

證券投資基金
13,04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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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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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资

产

                   

1,014 

                        

-   
不适用

主要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

航空有限公司购买债券及银行

理财产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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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15,691 10,014 57% 
主要为本集团支付飞机预付款

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892 3,568 37% 
主要为本集团支付飞机预付款

增加所致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 动 负

债

  13,897 7,410 88% 
主要为长期借款及长期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部分增加所致。

未分配利润    8,062     2,175 271% 主要为本集团实现净利润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5,458 3,464 58%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厦门航空有

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河北航空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及本期

间内子公司实现净利润所致。

3.1.2 合并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财务费用         (764)          (419) 82%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

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营 业 外 收

入
321 83 287%

主要由于固定资产

处置收益及政府补

贴增加所致。

营 业 外 支

出
31 5 520%

主要为处置固定资

产损失增加所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

上年初至上年期末

金额

营 业 税 金

及附加
        1,942         1,459 33% 

主要为营业收入增

加、本年缴纳城建税

等附加以及燃油附加

费征收营业税所致。

财务费用   (1,499)           (59) 2,441% 
主要为汇兑收益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193     1,193 -84%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

出售珠海保税区摩

天宇航空发动机维

修有限公司 50%股

权所致。

营 业 外 收

入
        1,170          430 172% 

主要由于固定资产

处置收益及政府补

贴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营 业 外 支

出
         84            21 300% 

主要为处置固定资

产损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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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

上年初至上年期

末金额

增减比

例 变动主要原因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718 291 147% 

主要为收到政府补贴

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3,714 1,730 115% 

主要为营业税金及附

加、所得税增加以及

2010 年所得税汇算清

缴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

现金
4 1,607 -100%

主要为上年同期出售

珠海保税区摩天宇航

空发动机维修有限公

司 50%股权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而收回的现金净

额

890 233 282% 
主要为本期间内本集

团处置飞机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0,097 48 41,769%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厦

门航空有限公司收回

债券及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款项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0,962 61 34,264%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厦

门航空有限公司支付

债券及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款项所致。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

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1,500    - 不适用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厦

门航空有限公司收到

河北航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增资款及贵州

航空有限公司收到贵

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增

资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12,940 20,882 -38%

主要为新增借款减少

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

现金
8,951 15,914 -44%

主要为年初短期贷款

余额较去年年初短期

贷款余额减少所致。

3.2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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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於 2011 年 9 月 29 日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本公司股票增值權計

畫。具體詳見本公司 9 月 30 日在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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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諾事項 承諾內容 履行情況

股改承諾

（1）南航集團持有的南方航空股份自公司股權分

置改革方案實施之日起三十六個月內不上市交易

或轉讓；（2）將在南方航空 2007-2009 年度股東

大會上提議南方航空進行現金分紅並投贊成票，

以使南方航空 2007-2009 年平均每年現金分紅比

例不低於 50%， 即 2007-2009 年三年現金分紅總

額與該三年累計可供股東分配利潤總額之比不小

於 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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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限售承諾已經得

到履行。由於本公司

2007 至 2009 年度均

沒有可供分配利潤，

根據公司法等法律的

規 定 ， 本 公 司

2007-2009 年度無法

進行現金分紅。本公

司董事會已於 2011

年 9 月 29 日審議通過

公 司 股 票 增 值 權 計

劃，該計劃尚需得到

股東大會的批准後方

可實施。

發行時所作承諾

本公司控股股東南航集團的全資子公司南龍控股

於 2009 年 8 月 21 日認購本公司非公開發行的

721,150,000 股 H 股，並承諾自發行結束之日起十

二個月不進行轉讓。

以上承諾已履行。

其 他 對 公 司

中 小 股 東 所

作承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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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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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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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承諾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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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房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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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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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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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內部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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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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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報告期內未實行現金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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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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司獻民及王全華、執行董事譚萬庚、

張子芳、徐杰波和陳振友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貢華章、魏錦才及寧向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