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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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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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753）

二零二零年二月的主要營運數據公告

隨附公告（「上交所公告」）乃由中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國航」）於二零二零年三
月十八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刊發，其中載有中國國航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二零
二零年二月的合併營運數據。本公告附上上交所公告乃由中國國航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發出。

隨附上交所公告載列的數據來自本集團內部統計，可能與相關期間定期報告披露的數據
有差異。投資者應注意不恰當信賴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資風險。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周峰 譚雪梅

中國北京，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蔡劍江先生、宋志勇先生、賀以禮先生、曹建雄先生、
薛亞松先生、王小康先生*、許漢忠先生*及李大進先生*。

*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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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20 年 2 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合并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受新型冠

状肺炎疫情影响同比、环比均下降。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下

降 68.1%，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 80.5%。其中，国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下降 72.4%，

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 83.9%；国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下降 59.5%，旅客周转量同

比下降 73.2%；地区运力投入同比下降 82.9%，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 92.4%。平

均客座率为 51.4%，同比下降 32.6 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航线同比下降 35.9 个

百分点，国际航线同比下降 27.4 个百分点，地区航线同比下降 45.7 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货运运力投入（按可用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 66.4%，货邮周

转量（按收入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 55.8%，货邮运输量同比下降 55.4%；货

运载运率为 40.0%，同比上升 9.6 个百分点。 

2020 年 2 月，本集团退出 1 架 A319 飞机。截至 2020 年 2 月底，本集团合

计运营 699 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 286 架，融资租赁 207 架，经营租赁 206 架。 

2020 年 2 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本月实际完

成数 
比上年同期

增长(%)1 
环比增长

(%)1 
当年累计 
完成数 

比上年同期累

计增长(%)1 

一、运输能力 
     

1、可用吨公里(百万)2 945.2  -67.6  -70.7  4,166.6  -31.9  

 其中: 国内航线 414.0  -73.7  -76.1  2,147.6  -34.6  

       国际航线 512.7  -58.4  -63.1  1,901.3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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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航线 18.4  -83.2  -81.4  117.7  -47.0  

2、可用座位公里(百万)3 7,101.4  -68.1  -71.2  31,759.6  -31.9  

 其中: 国内航线 3,660.9  -72.4  -75.0  18,301.0  -33.8  

       国际航线 3,285.7  -59.5  -64.2  12,456.5  -27.4  

       地区航线 154.8  -82.9  -81.7  1,002.1  -45.0  

3、可用货运吨公里(百万)4 305.1  -66.4  -69.4  1,300.4  -31.8  

 其中: 国内航线 84.7  -77.9  -79.7  501.1  -37.1  

       国际航线 216.4  -56.8  -61.4  777.1  -26.8  

       地区航线 3.9  -83.9  -78.5  22.2  -55.3  

二、运输 
     

1、收入吨公里(百万)5 439.4  -76.8  -78.0  2,438.6  -39.2  

 其中: 国内航线 195.2  -81.7  -82.2  1,293.2  -41.7  

       国际航线 238.2  -68.5  -71.7  1,079.9  -34.3  

       地区航线 6.0  -91.7  -89.9  65.5  -56.3  

2、收入客公里(百万)6 3,651.2  -80.5  -80.7  22,531.2  -40.9  

 其中: 国内航线 1,839.6  -83.9  -83.5  13,016.2  -43.1  

       国际航线 1,754.8  -73.2  -75.3  8,860.8  -35.8  

       地区航线 56.8  -92.4  -90.5  654.2  -56.3  

3、收入货运吨公里(百万)7 122.0  -55.8  -65.2  473.1  -31.0  

 其中: 国内航线 34.9  -57.3  -71.8  158.7  -31.2  

       国际航线 86.2  -54.6  -61.6  310.5  -29.9  

       地区航线 0.9  -80.8  -71.3  3.9  -67.7  

4、乘客人数(千) 1,600.6  -82.9  -82.6  10,789.4  -43.1  

 其中: 国内航线 1,255.3  -83.4  -82.9  8,589.3  -43.5  

       国际航线 309.3  -77.2  -79.0  1,780.5  -36.8  

       地区航线 36.0  -92.4  -90.6  419.6  -55.7  

5、货物及邮件(吨) 35,132.9  -55.4  -68.3  145,969.2  -30.5  

 其中: 国内航线 22,230.3  -55.4  -71.0  98,874.7  -30.0  

       国际航线 12,300.5  -52.8  -61.6  44,323.3  -27.8  

       地区航线 602.0  -78.3  -72.2  2,771.2  -62.4  

三、载运率 
 

  
 

 1、客座利用率(%)8 51.4  -32.6  -25.2  70.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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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国内航线 50.2  -35.9  -26.1  71.1  -11.6  

       国际航线 53.4  -27.4  -24.1  71.1  -9.3  

       地区航线 36.7  -45.7  -33.8  65.3  -16.9  

2、货物及邮件载运率(%)9 40.0  9.6  4.7  36.4  0.5  

 其中: 国内航线 41.2  19.9  11.5  31.7  2.7  

       国际航线 39.8  1.9  -0.2  40.0  -1.8  

       地区航线 22.1  3.6  5.5  17.5  -6.7  

3、综合载运率(%)10 46.5  -18.5  -15.6  58.5  -7.1  

 其中: 国内航线 47.1  -20.6  -16.2  60.2  -7.4  

       国际航线 46.5  -14.9  -14.1  56.8  -6.2  

       地区航线 32.7  -33.8  -27.2  55.6  -11.9  
注：1、运输能力及运输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比，载运率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点 

2、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3、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4、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5、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6、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7、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8、客座利用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收入货运吨公里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综合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

据有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已采取多种举措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生产运营有序开展。同时，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力保障防疫人员及物资运

输、复工复产等各类专包机任务。公司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强市场研判，优

化运力投放结构，强化成本管理，突出风险管控，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将疫情影响

降至最低。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