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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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第一季度報告

摘要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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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

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及連帶的法律責任。

1.2 本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

本公司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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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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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

報告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中的財務報表未經審計。

§2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會計數據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減(%)

總資産 168,459 165,145 2.0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産 33,832 34,139 -0.90

年初至報告期末

（1-3 月）

上年初至上年報

告期末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87 2,637 -62.57

營業收入 25,951 23,586 10.0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306 57 -636.8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324 36 -1,000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0.90 0.17 
減少 1.07 個百分

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 0.006 -616.67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31 0.006 -6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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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至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的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247,733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

比例

(%)

持股總數

持有有限

售條件股

份數量

質押或凍

結的股份

數量

中國南方航空集團

公司
國家 42.67 4,189,043,140 0 無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78 1,745,802,197 0 未知

南龍控股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0.53 1,033,650,000 0 無

安徽海螺創業投資

有限責任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2.14 210,457,571 0 未知

中航鑫港擔保有限

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1.62 159,000,000 0 未知

趙曉東 境內自然人 1.52 149,441,212 0 未知

蕪湖瑞健投資諮詢

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1.45 142,050,000 0 未知

中國工商銀行－寶

盈泛沿海區域增長

股票證券投資基金

境內非國有法人 0.33 32,003,209 0 未知

全國社保基金五零

一組合
境內非國有法人 0.20 20,110,035 0 未知

國元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約定購回式證

券交易專用證券賬

戶

境內非國有法人 0.19 18,970,0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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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9,043,140 人民幣普通股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45,80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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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5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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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41,212 人民幣普通股

蕪湖瑞健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142,050,0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工商銀行-寶盈泛沿海區域增長股票證

券投資基金
32,003,209 人民幣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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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社保基金五零一組合 20,110,035 人民幣普通股

國元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約定購回式證券交

易專用證券賬戶
18,970,000 人民幣普通股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南龍控股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中

國南方航空集團公司在香港的全資附屬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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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餘额

上年度期

末餘额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應付職工薪酬 1,389 2,291 -39.37%
主要為本報告期內支付 2013 年年度

績效工資所致。

應交稅費 468 797 -41.28%
主要為本報告期計提的尚未繳納的企

業所得稅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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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財務費用 1,375 9 15177.78%

主要為本報告期內人民

幣貶值產生匯兌損失導

致財務費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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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金额

上年同期

金额 增減比例 變動主要原因

支付的各項稅費 333 626 -46.81%

主要為上年同期部分分子公

司仍繳納營業稅，報告期內改

征增值稅，預繳比例下降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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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到 其 他 與 投 資

活動有關的現金
59 4,252 -98.61%

主要為上年同期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廈門航空收回國債回

購產品投資款。

支 付 其 他 與 投 資

活動有關的現金
- 4,900 -100.00%

主要為上年同期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廈門航空進行國債回

購產品投資。

發 行 債 券 收 到 的

現金
3,000 500 500.00%

主要為報告期公司發行的超

短期融資券增加所致

分 配 利 潤 或 償 付

利息支付的現金
498 381 30.71%

主要為報告期內借款等融資

額度增大，支付的利息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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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序

號
承諾方 承諾內容

履行

期限

截至到目前

的履行情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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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根據該協議南航集團同意就任何質疑或干預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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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
持續承諾，

正常履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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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簽訂一份分立協議

（該協議於 1997 年 5 月 22 日修訂）。根據分立協議，

南航集團與本公司同意就有關南航集團與本公司根據

分立協議持有或繼承的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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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
持續承諾，

正常履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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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未到期，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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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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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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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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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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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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預

南方航空的日常商業運作。

長期
持續承諾，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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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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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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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錦才、寧向東、劉長樂及譚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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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錄

合併資產負債表

2014 年 3 月 31 日

編制單位: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2,028 12,610

結算備付金

拆出資金

交易性金融資產

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2,651 2,213

預付款項 887 947

應收保費

應收分保賬款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17 60

其他應收款 2,394 1,911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存貨 1,682 1,647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1,356 1,183

流動資產合計 21,015 20,571

非流動資產：

發放委託貸款及墊款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0 61

持有至到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2,710 2,679

投資性房地產 478 508

固定資產 120,480 119,249

在建工程 18,731 17,314

工程物資

固定資產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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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性生物資產

油氣資產

無形資產 2,500 2,443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416 415

遞延所得稅資產 1,514 1,339

其他非流動資產 555 566

非流動資產合計 147,444 144,574

資產總計 168,459 165,145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2,696 14,412

向中央銀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業存放

拆入資金

交易性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3

應付帳款 12,107 11,035

預收款項 4,416 5,815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應付手續費及傭金

應付職工薪酬 1,389 2,291

應交稅費 468 797

應付利息 237 269

應付股利

其他應付款 3,757 3,881

應付分保賬款

保險合同準備金

代理買賣證券款

代理承銷證券款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1,745 10,710

其他流動負債 3,000

流動負債合計 49,815 49,213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39,152 37,246

應付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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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應付款 32,257 31,373

專項應付款

預計負債 32 41

遞延所得稅負債 863 880

其他非流動負債 4,300 4,180

非流動負債合計 76,604 73,720

負債合計 126,419 122,933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9,818 9,818

資本公積 14,405 14,406

減：庫存股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1,169 1,169

一般風險準備

未分配利潤 8,440 8,746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33,832 34,139

少數股東權益 8,208 8,073

所有者權益合計 42,040 42,212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168,459 165,145

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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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監徐傑波先

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財務部總經理盧宏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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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資產負債表

2014 年 3 月 31 日

編制單位: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5,790 5,555

交易性金融資產

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2,246 1,916

預付款項 708 691

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16 74

其他應收款 1,421 1,222

存貨 1,282 1,251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

產

其他流動資產 1,315 1,095

流動資產合計 12,778 11,804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3 25

持有至到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5,532 5,506

投資性房地產 192 193

固定資產 101,444 100,140

在建工程 12,547 12,208

工程物資

固定資產清理

生產性生物資產

油氣資產

無形資產 1,467 1,487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344 34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67 1,293

其他非流動資產 465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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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資產合計 123,481 121,685

資產總計 136,259 133,489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0,831 12,373

交易性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應付帳款 9,708 8,857

預收款項 3,979 5,153

應付職工薪酬 949 1,710

應交稅費 411 590

應付利息 192 224

應付股利

其他應付款 4,992 4,901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9,922 8,887

其他流動負債 3,000

流動負債合計 43,984 42,695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30,144 29,093

應付債券

長期應付款 31,384 30,482

專項應付款

預計負債 30 39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3,478 3,454

非流動負債合計 65,036 63,068

負債合計 109,020 105,763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9,818 9,818

資本公積 14,108 14,110

減：庫存股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1,169 1,169

一般風險準備

未分配利潤 2,144 2,629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合計
27,239 2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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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債 和 所 有 者 權 益

（或股東權益）總計
136,259 133,489

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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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監徐傑波先

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財務部總經理盧宏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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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2014 年 1—3 月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一、營業總收入 25,951 23,586

其中：營業收入 25,951 23,586

利息收入

已賺保費

手續費及傭金收入

二、營業總成本 26,481 23,684

其中：營業成本 22,678 21,152

利息支出

手續費及傭金支出

退保金

賠付支出淨額

提取保險合同準備金淨額

保單紅利支出

分保費用

營業稅金及附加 53 65

銷售費用 1,801 1,840

管理費用 574 618

財務費用 1,375 9

資產減值損失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47 54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

收益
45 44

匯兌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三、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483 -44

加：營業外收入 228 282

減：營業外支出 6 5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1 2

四、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

填列）
-261 233

減：所得稅費用 -9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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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71 193

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306 57

少數股東損益 135 136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31 0.006

（二）稀釋每股收益 -0.031 0.006

七、其他綜合收益 -1

八、綜合收益總額 -172 193

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收益總額 -307 58

歸屬于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135 135

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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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監徐傑波先

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財務部總經理盧宏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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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潤表

2014 年 1—3 月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一、營業收入 19,575 17,618

減：營業成本 17,402 16,174

營業稅金及附加 32 40

銷售費用 1,363 1,394

管理費用 400 441

財務費用 1,234 -28

資產減值損失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39 121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

收益
39 44

二、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817 -282

加：營業外收入 163 235

減：營業外支出 5 4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1 2

三、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

填列）
-659 -51

減：所得稅費用 -174 -37

四、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485 -14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釋每股收益

六、其他綜合收益 -2 1

七、綜合收益總額 -487 -13

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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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監徐傑波先

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財務部總經理盧宏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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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2014 年 1—3 月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

金
25,693 23,948

客戶存款和同業存放款項淨增

加額

向中央銀行借款淨增加額

向其他金融機構拆入資金淨增

加額

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

金

收到再保險業務現金淨額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增加額

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淨增加額

收取利息、手續費及傭金的現

金

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回購業務資金淨增加額

收到的稅費返還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

金
133 148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5,826 24,096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

金
19,911 16,586

客戶貸款及墊款淨增加額

存放中央銀行和同業款項淨增

加額

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款項的現

金

支付利息、手續費及傭金的現

金

支付保單紅利的現金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 4,321 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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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

支付的各項稅費 333 626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

金
274 163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4,839 21,459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87 2,637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60 7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

他長期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25 17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

到的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

金
59 4,252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44 4,276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

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2,999 2,381

投資支付的現金

質押貸款淨增加額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

付的現金淨額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

金
4,900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999 7,281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855 -3,005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

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6,582 9,289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3,000 500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

金



18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9,582 9,789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7,817 9,454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

付的現金
498 381

其中：子公司支付給少數股東

的股利、利潤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

金
2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8,317 9,835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265 -46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的影響
26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

額
-577 -414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

額
12,170 10,082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

額
11,593 9,668

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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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監徐傑波先

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財務部總經理盧宏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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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現金流量表

2014 年 1—3 月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

現金
19,763 18,336

收到的稅費返還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

現金
64 101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9,827 18,437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

現金
15,504 12,829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

的現金
3,319 3,178

支付的各項稅費 225 308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

現金
192 147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9,240 16,46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

額
587 1,975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

金
74 83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

其他長期資產收回的現金淨

額

21 14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

收到的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

現金
25 28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20 125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 1,155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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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投資支付的現金 2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

支付的現金淨額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

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157 1,816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

額
-1,037 -1,691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4,806 7,922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3,000 500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

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7,806 8,422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6,694 8,183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

利息支付的現金
455 385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

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7,149 8,568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

額
657 -146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的影響
24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

加額
231 138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餘額
5,468 5,367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餘額
5,699 5,505

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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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監徐傑波先

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財務部總經理盧宏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