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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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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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5）

2022年第一季度報告

摘要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2022年第一季
度（即2022年1-3月（「報告期」）財務報告乃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且未經審計。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及13.10B條而作出。

重要內容提示：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
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
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公司負責人董事長馬須倫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副總經理、總會計師、財務總監姚
勇先生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財務部總經理毛娟女士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
表信息的真實、準確、完整。

第一季度財務報表是否經審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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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財務數據

（一） 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報告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減變動幅度

(%)

營業收入 21,471 1.0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4,496 12.2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4,575 18.89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7 不適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3.85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27 3.85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5.54 增加0.41个百分點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減變動

幅度(%)

總資產 319,820 322,948 -0.9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
權益 63,120 67,616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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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性資產處置損益 36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
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2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55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24

減：所得稅影響額 28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10

合計 79

將《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釋性公告第1號－非經常性損益》中列舉的非經常性損
益項目界定為經常性損益項目的情況說明

□適用 不適用

（三） 主要會計數據、財務指標發生變動的情況、原因

適用 □不適用

項目名稱 變動比例（%） 主要原因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年初至報
告期末

不適用 主要是本報告期內貨郵運業
務產生的經營現金淨流量
高於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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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東信息

（一） 普通股股東總數和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數量及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東總數 142,786 報告期末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如有） 不適用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數量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
件股份數量

質押、標記或凍結情況

股份狀態 數量

中國南方航空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8,600,897,508 50.75 2,453,434,457 無 0

南龍控股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2,243,271,577 13.24 0 無 0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750,798,857 10.33 0 未知 –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2,534,745 3.61 0 無 0

中國航空油料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353,261,857 2.08 0 無 0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320,484,148 1.89 0 無 0

美國航空公司 境外法人 270,606,272 1.60 0 無 0

中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92,659,933 1.14 0 無 0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有 
法人

136,431,561 0.80 0 無 0

國新央企運營投資基金管
理（廣州）有限公司－國新
央企運營（廣州）投資基金
（有限合夥）

境內非國有 
法人

70,006,275 0.41 0 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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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 
條件流通股 

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股份種類 數量

中國南方航空集團有限公司 6,147,463,051 人民幣普通股 6,147,463,051

南龍控股有限公司 2,243,271,577 境外上市外資股 2,243,271,577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50,798,857 境外上市外資股 1,750,798,857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612,534,745 人民幣普通股 612,534,745

中國航空油料集團有限公司 353,261,857 人民幣普通股 353,261,857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0,484,148 人民幣普通股 320,484,148

美國航空公司 270,606,272 境外上市外資股 270,606,272

中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192,659,933 人民幣普通股 192,659,933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36,431,561 人民幣普通股 136,431,561

國新央企運營投資基金管理（廣
州）有限公司－國新央企運營
（廣州）投資基金（有限合夥）

70,006,275 人民幣普通股 70,006,275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
說明

中國南方航空集團有限公司通過在香港的全資子公司
南龍控股有限公司和航信（香港）有限公司合計持有
本公司2,279,983,577股H股股票。本公司未知其他
股東是否有關聯關係。

上表中無限售條件的流通股份中境外上市的外資股
包含由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南方航空集團有限公司
的全資子公司南龍控股有限公司因認購本公司2020
年非公開發行H股股票持有的608,695,652股H股股
份，南龍控股有限公司承諾自認購H股股份結束之
日（2020年4月15日）起36個月內，不上市交易或轉
讓上述H股股份。

前10名股東及前10名無限售股東
參與融資融券及轉融通業務情
況說明（如有）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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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提醒事項

需提醒投資者關注的關於公司報告期經營情況的其他重要信息

適用 □不適用

截至本報告披露日，本公司SPV擔保情況表：

序號 已設立的SPV公司 是否已實際為其提供擔保
已擔保的金額 
（億美元）

1 南航1號 是 1.50

2 南航2號 是 1.40

3 南航3號 是 3.28

4 南航5號 是 0.92

5 南航6號 是 0.35

6 南航7號 是 0.35

7 南航8號 是 0.35

8 南航9號 是 5.88

9 南航10號 是 5.17

10 南航11號 是 2.98

11 南航12號 是 0.25

12 南航13號 是 0.25

13 南航14號 是 0.33

14 南航15號 是 3.11

15 南航16號 是 5.26

16 南航17號 是 1.49

17 南航18號 是 2.50

18 南航19號 是 0.51

19 南航20號 是 0.51

20 南航21號 是 0.48

21 南航22號 是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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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已設立的SPV公司 是否已實際為其提供擔保
已擔保的金額 
（億美元）

22 南航23號 是 0.48

23 南航24號 是 2.78

24 南航25號 是 2.04

25 南航26號 是 4.73

26 重航1號 是 3.52

27 重航2號 是 0.32

28 廈航2號 是 0.10

29 廈航3號 是 0.09

30 廈航4號 是 0.19

31 廈航5號 是 0.19

32 廈航6號 是 0.20

33 廈航7號 是 0.11

34 廈航8號 是 0.19

35 廈航9號 是 0.19

36 廈航10號 是 0.19

37 廈航11號 是 0.19

38 廈航12號 是 0.13

39 廈航13號 是 0.19

40 廈航14號 是 0.18

41 廈航15號 是 0.18

42 廈航16號 是 0.13

43 廈航17號 是 0.12

合計 / / 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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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報告期內，根據公司2019年年度股東大會授權，廈門航空在其已獲授權的2.74
億美元擔保額度內進行調劑，廈航2號、廈航3號擔保額度分別調整至0.1億美
元、0.09億美元。

截至報告期末，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廈門航空、重慶航空對上述43家
SPV已實際提供的擔保金額為53.79億美元，按照中國人民銀行2022年3月31日
公佈的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6.3482計算，約為人民幣341.47億元，均包含
在本公司股東大會審批的擔保授權額度範圍內。

四、 季度財務報表

（一） 審計意見類型

□適用 不適用

（二） 財務報表

合併資產負債表
2022年3月31日

編製單位：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年3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20,048 21,841

結算備付金

拆出資金

交易性金融資產

衍生金融資產

應收票據 – 4

應收賬款 3,116 2,894

應收款項融資

預付款項 604 736

應收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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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2年3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應收分保賬款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其他應收款 1,384 1,275

其中：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4 5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存貨 1,808 1,652

合同資產

持有待售資產 834 1,292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112 138

其他流動資產 7,521 8,034

流動資產合計 35,427 37,866

非流動資產：

發放貸款和墊款

債權投資

其他債權投資

衍生金融資產 5 –

長期應收款 644 645

長期股權投資 6,044 5,977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563 563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94 95

投資性房地產 289 305

固定資產 91,789 90,817

在建工程 31,894 31,869

生產性生物資產

油氣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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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2年3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使用權資產 129,124 132,725

無形資產 6,610 6,564

設備租賃定金 321 321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719 76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776 12,831

其他非流動資產 1,521 1,602

非流動資產合計 284,393 285,082

資產總計 319,820 322,948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35,862 25,116

向中央銀行借款

拆入資金

交易性金融負債

衍生金融負債 1,222 1,222

應付票據

應付賬款 13,579 12,183

預收款項

票證結算 3,127 3,716

合同負債 1,576 1,542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吸收存款及同業存放

代理買賣證券款

代理承銷證券款

應付職工薪酬 2,609 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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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2年3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應交稅費 773 1,140

其他應付款 7,891 7,914

其中：應付利息

應付股利 1 3

應付手續費及佣金

應付分保賬款

持有待售負債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30,122 28,990

其他流動負債 21,179 24,710

流動負債合計 117,940 110,990

非流動負債：

保險合同準備金

長期借款 16,006 15,389

應付債券 19,428 22,965

其中：優先股

永續債

租賃負債 79,066 81,944

長期應付款 162 193

大修理準備 5,202 4,820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預計負債

遞延收益 818 725

遞延所得稅負債 26 26

其他非流動負債 1,466 1,651

非流動負債合計 122,174 127,713

負債合計 240,114 23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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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2年3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16,948 16,948

其他權益工具

其中：優先股

永續債

資本公積 47,887 47,887

減：庫存股

其他綜合收益 159 159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2,579 2,579

一般風險準備

未分配利潤 -4,453 43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計 63,120 67,616

少數股東權益 16,586 16,629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計 79,706 84,245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總計 319,820 322,948

公司負責人：馬須倫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姚勇 會計機構負責人：毛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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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2022年1-3月

編製單位：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一、營業總收入 21,471 21,253

其中：營業收入 21,471 21,253

利息收入

已賺保費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二、營業總成本 28,055 27,038

其中：營業成本 24,921 23,461

利息支出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賠付支出淨額

提取保險責任準備金淨額

保單紅利支出

分保費用

稅金及附加 75 65

銷售費用 1,045 1,131

管理費用 760 766

研發費用 88 85

財務費用 1,166 1,530

其中：利息費用 1,516 1,600

利息收入 118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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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加：其他收益 550 627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67 66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67 66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終止確認收益

匯兌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淨敞口套期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24 -363

信用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列） – 1

資產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列） – 1

資產處置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36 50

三、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5,907 -5,403

加：營業外收入 61 101

減：營業外支出 5 3

四、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5,851 -5,305

減：所得稅費用 -1,312 -1,191

五、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4,539 -4,114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持續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4,539 -4,114

2.終止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二）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1.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4,496 -4,006

2.少數股東損益（淨虧損以「－」號填列） -43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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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六、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 12

（一）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 12

1.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1）重新計量設定受益計劃變動額

（2）權益法下不能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3）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4）企業自身信用風險公允價值變動

2.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 12

（1）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 3

（2）其他債權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3）金融資產重分類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額

（4）其他債權投資信用減值準備

（5）現金流量套期儲備 – 9

（6）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7）其他

（二）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 16 -

項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七、綜合收益總額 -4,539 -4,102

（一）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收益總額 -4,496 -3,994

（二）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43 -10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6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6

公司負責人：馬須倫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姚勇 會計機構負責人：毛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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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2022年1-3月

編製單位：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23,211 21,870

客戶存款和同業存放款項淨增加額

向中央銀行借款淨增加額

向其他金融機構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金

收到再保業務現金淨額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增加額

收取利息、手續費及佣金的現金

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回購業務資金淨增加額

代理買賣證券收到的現金淨額

收到的稅費返還 16 10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662 620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3,889 22,500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15,009 1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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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客戶貸款及墊款淨增加額

存放中央銀行和同業款項淨增加額

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款項的現金

拆出資金淨增加額

支付利息、手續費及佣金的現金

支付保單紅利的現金

支付給職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7,398 6,934

支付的各項稅費 1,257 834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08 190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3,872 22,551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7 -51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517 556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90 176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607 732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3,441 4,284

投資支付的現金

質押貸款淨增加額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淨額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441 4,284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834 -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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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20 925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到的現金 20 925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14,490 21,117

發行債券所收到的現金 14,400 25,000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18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8,910 47,060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26,262 42,123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1,567 1,735

其中：子公司支付給少數股東的股利、利潤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7,829 43,858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081 3,202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0 1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736 -400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1,456 25,419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9,720 25,019

公司負責人：馬須倫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姚勇 會計機構負責人：毛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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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2年起首次執行新租賃準則調整首次執行當年年初財務報表相關情況

□適用 不適用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謝兵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馬須倫及韓文勝；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長樂、顧惠
忠、郭為及閻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