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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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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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86,097,328 29,366,740,344 1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600,737,458 15,038,550,000 -2.9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7,563,664 3,199,218,415 -93.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827,251,390 11,564,379,345 -4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9,256,632 1,718,747,518 -10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08,754,825 1,586,748,394 -1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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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0 12.19 减少 13.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1.87 -108.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1.87 -1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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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3,016,671 主要包括转让飞

行员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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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15,428 211,729,056 系专项扶持资金

及税收返还。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8,837,591 -8,702,881 主要包括衍生金

融资产及负债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及交割净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2,663,649 6,621,411 主要包括飞行员

离职而取得的净

补偿收入等。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  

所得税影响额 -16,210,371 -53,166,064  

合计 48,631,115 159,4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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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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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9 -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398,819 4.19 - 无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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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

限公司 
34,295,661 3.74 -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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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6,892,789 1.84 - 无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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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

合 
9,270,617 1.01 -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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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3,822 0.90 - 无 - 其他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明河 2016 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5,980,000 0.65 - 无 -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瑞丰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55,776 0.57 -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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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398,819 人民币普通股 38,39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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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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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0,617 人民币普通股 9,27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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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3,822 人民币普通股 8,283,822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明河 2016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5,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8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瑞丰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55,776 人民币普通股 5,25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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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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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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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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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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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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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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衍生金融资产 3,080,737 338,732 809.49 

应收账款 66,857,370 120,854,641 -44.68 

其他流动资产 136,664,622 86,723,699 57.59 

无形资产 779,003,790 65,872,587 1,082.59 

递延所得税资产 313,515,098 154,370,804 103.09 

短期借款 5,222,703,338 3,456,815,187 51.08 

衍生金融负债 13,667,403 3,413,309 300.42 

预收款项 - 1,353,693,505 -100.00 

合同负债 758,316,221 - 不适用 

应交税费 219,994,133 360,066,715 -38.90 

其他应付款 670,113,117 307,513,196 117.91 

其他流动负债 1,199,699,167 - 不适用 

应付债券 - 192,273,500 -100.00 

库存股 - 6,801,200 -100.00 

其他综合收益 -20,425,387 125,024,778 -116.34 

少数股东权益 767,924 2,786,333 -72.44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827,251,390 11,564,379,345 -40.96 

财务费用 25,852,455 92,257,082 -71.98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833,641 12,620,136 -85.4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0,271,337 -16,039,409 -35.96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20,700 -6,162,742 -96.4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016,671 38,620,338 -92.19 

营业外收入 10,798,482 48,742,228 -77.85 

营业外支出 1,292,703 2,571,736 -49.73 

所得税费用 -70,627,154 557,012,686 -112.68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2,018,409 -1,256,114 60.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7,563,664 3,199,218,415 -93.5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46,110,093 -895,832,774 251.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583,947,866 922,265,149 397.03 

 

衍生金融资产，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原油期权合约。 

应收账款，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疫情影响应收票款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待抵扣进项税额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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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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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远期外汇合约和利率掉期合约交割及公允价值变动。 

预收款项及合同负债，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以及受疫情影响，预售票

款显著减少。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从而应交机场建设费等减少以及免

征民航发展基金的影响。 

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补贴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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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债券，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将其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库存股，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主要系投资的南方航空期末公允价值变动。 

少数股东权益，减少主要系控股公司亏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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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成本下降。 

投资收益，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持有期间取得的股利收入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利率掉期公允价值变动引起。 

信用减值损失，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购买权转让利得减少。 

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超出结算期的票证结算款利得减少。 

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其他零星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疫情影响利润减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发生亏损。 

少数股东损益，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控股公司亏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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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亏损。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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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春秋航空日本株式会社增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货币形式向春秋航空日本增资不超过7.50亿元人民币等值日元。2020年7月，公

司实际向春秋航空日本完成增资缴款110亿日元（按实际购汇日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约7.31亿

元），预计将于2020年四季度完成本次增资涉及的全部境内外相关事宜。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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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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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