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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

“中国国航”）对外公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等相

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

信建投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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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及发行规模 

2015年5月22日，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

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决议有效期自本议案获得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至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如果公司董事会及/或其转授权人

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发行的，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

行批准、许可或登记的，则公司可在该等批准、许可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

有关发行。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2016年3月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不超过120亿元（含120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6年5月25日，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

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将授权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顺延至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719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20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主体：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6 国航 01（136642）。 

（四）发行规模：4,000 万张，发行总额人民币 40 亿。 

（五）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 

（六）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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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由公司与主承销

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市场询价结果协商确定，为 2.84%。 

（八）债券计息期限及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6 年 8 月

18 日至 2019 年 8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

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九）本期债券发行的信用等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行

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在本期债券评级的

信用等级有效期内，中诚信证评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

包括持续定期跟踪评级与不定期跟踪评级。 

（十）担保情况：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一）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用

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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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发行人履行募集

说明书及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

况、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对发行人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

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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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Air China Limited 

成立日期 2004 年 9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14,524,815,185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蔡剑江 

住所 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 28 号蓝天大厦 

邮政编码 101312 

A 股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股票简称  中国国航  

A 股股票代码  601111 

A 股上市时间 2006 年 8 月 18 日 

H 股股票上市地 
香港联合交易所  

伦敦证券交易所  

H 股股票简称 
中国国航 

AIRC 

H 股股票代码 
00753 

AIRC 

H 股上市时间 2004-12-15 

董事会秘书 周峰 

证券事务代表 杨征 

电话号码 86-10-61462794 

传真号码  86-10-61462805 

互联网网址 www.airchina.com.cn 

所属行业 航空运输业 

经营范围 国际、国内定期和不定期航空客、货、邮和行李运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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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公务飞行业务；飞机执管业务；航空器维修；

航空公司间业务代理。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地面服务和航空

快递（信件和信件性质的物品除外）；机上免税品；机上

商品零售业务；航空意外保险销售代理。 

组织机构代码 71787100-6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2018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1,367.74亿元，利润总额99.58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3.36亿元，主业竞争能力得到巩固和提升。稳步扩大机队投

入规模，加强生产资源结构调整，持续提升飞机利用效率。深入挖掘生产潜力，

优化机型与市场的匹配，满足市场需要，有效支撑整体航线收益品质。持续推进

精细化管理，开展飞机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收益水平不断提升。公司坚持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聚焦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经营品质，加强成本精细化管理，

保持效益领先与成本领先优势。 

2018年，发行人投入2,736.00亿可用座位公里，同比增加10.41%；实现客运

总周转量2,205.28亿收入客公里，同比增长9.67%；客座利用率为80.60%，同比

下降0.54个百分点。投入142.40亿可用货运吨公里，同比增加6.92%；实现货运总

周转量79.70亿收入货运吨公里，同比增长5.52%；货邮载运率为55.96%，同比下

降0.74个百分点。 

2018年，发行人在枢纽网络、市场营销、品牌价值、产品和服务、对外合作、

法治建设、安全投入、成就员工、供应商管理、环境保护及社会公益等方面取得

了新的进展。 

发行人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航空客运 120,429,994 

- - 

12.82 

- - 航空货运及

邮运 
11,405,573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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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其他 1,550,369 21.03 

合计 133,385,936 112,801,347 15.43 12.77 15.06 
减少 1.69

个百分点 

发行人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中国内地 83,132,379 10.19 

其他国家和地区   50,253,557 17.32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资产总额 243,716,006 235,717,816  3.39 

负债总额 143,159,074 140,785,986  1.6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93,216,239 86,120,794  8.24 

所有者权益总额 100,556,932 94,931,830  5.93 

期末总股本 14,524,815 14,524,815 0.0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36,774,403 121,362,899  12.70 

营业利润 9,826,497 11,626,307  -15.48 

利润总额 9,957,905 11,480,887  -13.27 

净利润 8,200,537 8,637,440  -5.0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36,327 7,240,312  1.3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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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18,890 26,389,301  19.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8,949,696 -14,652,757  38.9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82,899 -12,853,904 -66.3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00,276 -1,285,111  1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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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19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12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合计发

行人民币 400,000 万元。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

用后，拟用于偿还债务以及补充营运资金等。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以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上列明的用途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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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期债券无保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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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3 

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6 年 8 月 18 日至 2019 年 8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第一次付息日为 2017 年 8 月 18 日，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支

付 2016 年 8 月 18 日至 2017 年 8 月 17 日期间的利息。 

本期债券第二次付息日为 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已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支

付 2017 年 8 月 18 日至 2018 年 8 月 17 日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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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中诚信证评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出具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信评委函字[2017]

跟踪 183 号），该评级报告审定维持发行人中国国航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

级展望稳定，维持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AAA。 

中诚信证评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出具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8）》（信评委函字[2018]

跟踪 169 号），该评级报告审定维持发行人中国国航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

级展望稳定，维持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AAA。 

中诚信证评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出具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9）》（信评委函字[2019]

跟踪 233 号），该评级报告审定维持发行人中国国航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

级展望稳定，维持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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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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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发行人的子公司深圳航空就该公司员工的房屋按揭银行借款及飞行学员的

学费按揭银行借款向有关银行作出担保。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深圳航空为员

工房屋按揭银行借款及飞行学员学费的担保金额分别为约人民币 1,633 千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约人民币 53,865 千元）和约人民币 91 千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约人民币 172 千元）。 

二、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8 年度，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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