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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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志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可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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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3,758,366 29,366,740,344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639,619,255 15,038,550,000 -2.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92,784,862 613,235,577 -245.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383,997,106 3,639,626,871 -3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7,327,350 474,526,233 -14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3,789,595 459,929,132 -16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3 3.47 减少 5.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52 -148.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52 -148.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016,671 主要包括公司飞行员离职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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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补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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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63,114 

主要包括财政补贴与地方政府机

构给予本公司的专项扶持资金

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35,05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4,471,591 

主要包括衍生金融资产及衍生金

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交割

净损益等。 

所得税影响额 -22,154,081  

合计 66,46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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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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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

司 

504,000,000 54.9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 
34,295,661 3.7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 
23,907,711 2.61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427,924 2.56 0 无 0 其他 

民生加银基金－平安银行－民生加银

鑫牛定向增发 82号资产管理计划 

17,447,657 1.90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892,789 1.84 0 无 0 其他 

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 
14,241,639 1.55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9,794,104 1.07 0 无 0 其他 

华宝（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华宝新趋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6,951,771 0.76 0 无 0 其他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00,218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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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50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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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 34,295,661 人民币普通股 34,295,661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 23,907,711 人民币普通股 23,907,71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427,924 人民币普通股 23,427,924 

民生加银基金－平安银行－民生加银鑫牛

定向增发 82号资产管理计划 
17,447,657 人民币普通股 17,447,65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892,789 人民币普通股 16,892,789 

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 14,241,639 人民币普通股 14,241,63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9,794,104 人民币普通股 9,794,104 

华宝（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新趋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6,951,771 人民币普通股 6,951,771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00,218 人民币普通股 5,500,2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 

春秋国旅持有公司 54.98%的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王正华先生持有春秋国旅 35.70%的股权，

为春秋国旅的第一大股东、董事长；春秋国旅其他股

权由上海天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其余 23名自然人

股东持有。王正华先生对春秋国旅的持股比例远大于

春秋国旅的任何其他股东，通过与春秋国旅的其他

23名自然人股东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方式加

强了其控制地位，以形成能够持续性地主导春秋国旅

以及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的能力，进而

能够持续性地实际控制春秋国旅和春秋航空。因此，

王正华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春秋包机持有公司 3.74%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

股东。春秋包机的股权同样由持有春秋国旅的 24名

自然人股东持有，其中第一大股东王正华先生持有春

秋包机 48.91%股权。 

春翔投资系春秋航空的部分员工为投资春秋航

空而设立的公司，其唯一对外投资为持有春秋航空

2.61%股份，不从事其他业务。春翔投资第一大股东

为张秀智女士（春秋航空副董事长），持有春翔投资

28.33%股权。 

春翼投资系春秋航空和春秋国旅的部分员工为

投资春秋航空而设立的公司，其唯一对外投资为持有

公司 1.55%股份，不从事其他业务。春翼投资第一大

股东为王煜先生（春秋航空董事长，与王正华为父子

关系），持有春翼投资 41.29%股权。 

考虑到春秋国旅的董事中，张秀智女士兼任春秋

包机的执行董事和春翔投资的董事长，王煜先生兼任

春翼投资的董事长，王炜先生兼任春翼投资的董事、

总经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春秋国旅、春秋包机、春翔投资

和春翼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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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公司也未知其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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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期发生额） 

上年年末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 

衍生金融资产 13,113,682 338,732 3,771.40 

应收账款 66,271,095 120,854,641 -45.16 

其他应收款 746,081,994 497,669,010 49.9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15,521,161 154,370,804 104.39 

短期借款 4,499,010,646 3,456,815,187 30.15 

衍生金融负债 7,599,209 3,413,309 122.63 

应付票据 110,000,000 - 不适用 

预收款项 - 1,353,693,505 -100.00 

合同负债 389,336,261 - 不适用 

应付职工薪酬 311,073,154 477,371,429 -34.84 

应交税费 163,248,147 360,066,715 -54.66 

其他应付款 478,157,382 307,513,196 55.49 

其他流动负债 599,595,000 - 不适用 

其他综合收益 -88,934,524 125,024,778 -171.13 

少数股东权益 1,827,067 2,786,333 -34.43 

营业收入 2,383,997,106 3,639,626,871 -34.50 

管理费用 31,179,425 57,415,985 -45.70 

研发费用 31,752,255 24,055,612 32.00 

财务费用 16,952,685 35,618,973 -52.41 

投资收益 2,109,625 4,207,794 -49.8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768,093 -11,904,573 -123.25 

信用减值损失 -181,238 -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3,016,671 349,201 763.88 

营业外收入 358,620 1,103,314 -67.50 

营业外支出 593,670 1,283,723 -53.75 

所得税费用 -71,902,245 160,700,462 -1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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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期发生额） 

上年年末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 

少数股东损益 -959,266 -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92,784,862 613,235,577 -245.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36,554,288 -354,701,583 192.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19,543,324 557,054,261 352.30 

衍生金融资产，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衍生工具增加。 

应收账款，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应收票款减少。 

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应收飞发预付款退回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短期借款，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短期筹资需求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应付票据，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新增应付银行承兑汇票。 

预收款项，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 

合同负债，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及受新冠疫情影响，预售票款大幅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支付 2019年年终奖。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应交民航发展基金减少。 

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预收补贴款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融资。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少数股东权益，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控股公司亏损导致。 

营业收入，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业务减少。 

管理费用，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实施更严格的预算缩减支出导致。 

研发费用，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增加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手续费减少。 

投资收益，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衍生工具交割净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坏账损失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转让飞行员利得所致。 

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系其他营业外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疫情影响亏损导致。 

少数股东损益，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控股公司亏损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业务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筹资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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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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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 

根据公司 2020年 2月 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和 2020年 3月 5日召开的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

（含 50亿元）的公司债券，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5年（含 5年），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后根据

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分期发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2月 19日披露的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2020-006和 2020 年 3月 6日披露

的《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720号），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5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3日披露

的《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批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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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煜 

日期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