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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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绍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养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吴永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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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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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530  282,936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2,543   66,765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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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6 5,335 -2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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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54   30,053  -4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933   2,006  -29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46 1,935 -309.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08% 3.65% 下降 9.7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01   0.1371  -275.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01   0.1371  -275.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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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22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收支净额 157 

所得税影响额 -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   -1 

合计 113 

 

2.2 截止报告期末（2020 年 3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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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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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方航空集

团有限公司 
5,072,922,927  31.0%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4,701,704,955  28.7% 517,677,777 未知   境外法人 

上海吉道航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589,041,096  3.6% 589,041,09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航空油料集

团有限公司 
502,767,895  3.1%      国有法人 

DELTA 

AIRLINES INC 
465,910,000  2.8%      境外法人 

上海励程信息技

术咨询有限公司 
465,838,509  2.8%   质押 465,838,509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东航金控有限责

任公司 
457,317,073  2.8%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429,673,382  2.6%      国有法人 

上海均瑶（集团）

有限公司 
311,831,909  1.9% 311,831,909 质押 311,831,909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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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结

构调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273,972,602  1.7% 273,972,602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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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5,072,922,927 人民币普通股 5,072,922,927 

HKSCC NOMINEES LIMITED 4,184,027,178 境外上市外资股 4,184,027,178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502,767,895 人民币普通股 502,767,895 

DELTA AIR LINES INC 465,91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465,910,000 

上海励程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465,838,509 人民币普通股 465,838,509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457,317,073 人民币普通股 457,317,07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9,673,382 人民币普通股 429,673,382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32,919,254 人民币普通股 232,919,2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965,690 人民币普通股 95,965,6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984,100 人民币普通股 70,984,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持有的 4,701,704,955 股中，东航国际

以实益拥有人的身份持有 2,626,240,000 股。东航集团拥有东航金控

100%的权益，东航金控拥有东航国际 100%的权益，因此，东航集团

间接拥有东航国际 100%权益。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持 有 的 4,701,704,955 股 中 ，

517,677,777 股由吉祥香港以实益拥有人的身份持有，而吉祥航空拥

有吉祥香港 100%权益，均瑶集团是吉祥航空的控股股东。公司未知

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有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期末，东航国际已累计质押公司 H 股股份 14.5 亿股；上海吉祥航空香

港有限公司累计质押公司 H 股股份 2.32 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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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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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完成旅客周转量 24,837.09 百万客运人公里，同比减少

54.38%；运输旅客 13,70.28 万人次，同比减少 57.06%；客座率 67.77%，同比下降 14.89

个百分点。 

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人民币 154.5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人民币-39.3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40.46

亿元。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亏损主要是因为自 2020 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迅速蔓延，多国采取旅行限制措施，旅客出行需求大幅萎缩，对公司所处的交通运输

行业产生了极大冲击，公司大幅削减航班运力，收入锐减所致。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较上年度末变

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19.47%  
主要是由于公司对未来经营状况进行研判，并根据

外部资金市场态势，预留资金用于后续付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3.39%  
主要是由于公司当期亏损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用

于以后年度抵扣所致。 

合同负债   -63.14%  
主要是由于公司航班生产量大幅下降，票证结算减

少所致。 

应交税费   -48.03%  
主要是由于公司航班生产量大幅下降，代扣代缴机

场建设费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97.10%  
主要是由于公司加快融资步伐，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增加所致。 

 项  目 
较上年度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航空油料消耗 -42.53% 

主要是由于航空客运需求大幅萎缩，航班生产量大

幅下降，航油成本、起降费用、机供品餐食成本和

销售费用也随之下降所致。 

机场起降费 -46.32% 

餐食及供应品 -51.48% 

销售费用 -40.52% 

财务费用 814.55% 

主要是由于 2020 年一季度汇兑损失 5.85 亿元，而

去年同期为汇兑收益 10.54 亿元和租赁负债利息支

出增加 1.37 亿元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净额 
-214.83% 

主要是由于航空客运需求大幅萎缩，航班生产量大

幅下降，公司营业收入锐减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净额 
-78.46% 

主要是由于公司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削减或

延迟投资计划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净额 
446.46% 

主要是由于公司为维持现金流稳定，加快融资步伐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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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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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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本公司快速反应，在全力做好国家、社会和公司防疫抗

疫工作、确保员工和旅客健康安全的同时，及时调整运营策略，暂停或调整了部分航

班的运营，动态优化调整运力投放，积极争取各方面政策支持，实施严格的成本管控

措施，调整飞机引进进度，削减或延迟投资计划，加快融资步伐，确保运营现金流稳

定。虽然公司及时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截至本报告发布日，世界各地疫情的持续时间

和严重程度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将放大对差旅出行需求恢复的影响或导致差旅出

行需求恢复的延迟。公司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将会给公司 2020 年上半年业绩带来重大不

确定性和不利影响。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情况，紧密跟踪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积

极应对此次疫情给本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上对于本公司未来情况的描述是基于目前情势下的初步判断，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本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股份时，请务

必谨慎行事。 

 

公司名称：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绍勇 

日期：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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