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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1-043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持续关联交易年度上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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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调整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货航”）持续关联交易 2021-2022

年度上限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调整持续关联交易年度上限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独立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公司与国货航持续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与国货航签订了有关持续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

约定公司将客机腹舱全部货运业务承包给国货航经营，本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

以下简称“本集团”）与国货航集团（国货航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国货航集

团”）相互提供部分地面及其他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以下简称“本次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

关联交易公告》。201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了本次关联交易及 2020-2022 各年度交易上限。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收入持续关

联交易 2021-2022 年度上限的议案》，同意拟将本集团与国货航集团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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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交易年度上限调整为人民币 110亿元及 140亿元

（以下简称“本次调整年度上限”）。 

二、本次调整年度上限的基本情况及调整原因 

（一）本次调整年度上限情况 

根据本集团与国货航集团 2021 年 1-9 月的实际交易金额及 2021 年第四季度

和 2022 年度的预期业务需求，预计公司依据《框架协议》确定的本集团与国货

航集团2021-2022年两个年度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交易金额年度上限可能

不足以满足本集团的需求，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修订 2021-2022 年

两个年度国货航集团应付本集团的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收入所适用的年

度上限。除此之外，《框架协议》项下其他条款、条件以及本集团与国货航集团

交易所适用的其他年度上限维持不变。 

国货航集团应付本集团的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收入所适用的年度上

限调整前后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原建议年度上限及过往交易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原建议年度上限金额 过往交易金额 

交易 
2020年度的

年度上限 

2021年度的

年度上限 

2022年度的

年度上限 

2020年度实

际金额 

2021年前9个

月实际金额 

2022年度实

际金额 

国货航集团向

本集团支付金

额-客机腹舱货

运业务承包经

营收入 

8,000 9,600 11,600 7,685 6,689 - 

2. 本次调整 2021-2022 年两个年度上限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次调整年度上限金额 

交易 
2021年度的年度上限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度的年度上限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国货航集团向本集团支付金额-客机

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收入 
11,000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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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框架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与国货航集团就地面服务及其他服务应付本集

团金额的年度上限维持不变，上述年度上限的调整将导致国货航集团 2021 年及

2022 年两个年度应付本集团总金额的年度上限分别由人民币 106 亿元及 127 亿

元调整为人民币 120 亿元及 151 亿元。 

（二）本次调整年度上限的原因 

本次调整年度上限系经本公司与国货航考虑下列因素后在公平协商一致的

基础上确定： 

1. 过往交易金额：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以及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期间，国货航集团就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向本集团支

付的实际金额分别约为人民币 76.85 亿元及人民币 66.89 亿元，分别占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及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金额的约 96.1%

及 69.7%； 

2. 2020 年初以来，全球疫情持续导致整体航空运输能力大幅下降，国际客

运航班投入减少，航空业的客机腹舱运力受到限制。本公司将客机腹舱货运业务

承包给国货航经营，而国货航已调整客机腹舱货运业务的经营策略，使客机腹舱

货运业务范围扩大至涵盖客机货班业务，从而进一步加大非常规客机腹舱货运业

务（主要为客机货班）的投入规模。2021 年至 2022 年度，疫情持续使得外围国

家产能受限，中国仍将拥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及替代效应。考虑到 2021 年海

运业出现供应链拥堵而导致海运业运力不足，预期将令航空货运需求增加，而航

空货运的运价将继续较疫情前水平大幅上涨。此外，医疗物资及疫苗的运输将进

一步增加对航空货运市场的需求。国货航因此紧抓航空货运市场的机遇，致力提

升客机腹舱货运业务经营效益，预计《框架协议》项下拟进行客机腹舱货运业务

承包经营的交易金额将有所增加； 

3. 根据国货航集团就截至 2020 年度及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前 9 个月的

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向本集团支付的实际金额，本公司预估 2021 年度的

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收入的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 97.23 亿元。相较国货航

集团 2020 年度就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向本集团支付的实际金额，前述预

估 2021 年度交易金额增长率已达 27%。考虑 10%的预留空间，预期国货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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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2021 年度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向本集团支付的金额将不会超过人民币

110 亿元； 

4. 根据 2020 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展统计公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于 2021

年 8 月及 10 月刊发的新闻公报及统计数据，2020 年航空货运业务已创下最高纪

录，而 2021 年的货物需求预期将超过疫情前（2019 年）水平的 8%，收入预期

将增加至创纪录的 1,750 亿美元。此外，全球需求（以货运吨公里计量）预期将

于 2021 年增长 18%。公司由此预计《框架协议》项下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

营所产生的交易金额将于 2021 年至 2022 年维持 27%的增长率。预期国货航集团

2022 年度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向本集团支付的金额将不会超过人民币

140 亿元。 

三、本次调整年度上限履行的程序 

（一）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收

入持续关联交易 2021-2022 年度上限的议案》； 

（二）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客

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收入持续关联交易 2021-2022 年度上限的议案》； 

（三）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经

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与中国国际货运航

空有限公司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收入持续关联交易 2021-2022年度上限的

议案》，同意调整本公司与国货航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

经营收入持续关联交易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110 亿元和 140 亿元。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连）董事宋志勇先生、马崇贤先生、冯刚先生、贺以礼先

生及薛亚松先生均已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连）董事经表决，同意本次调整年

度上限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与国货航集团持续关联交易年度上限事宜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调整与国货航集团持续关联交易年度上限的决策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且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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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股东而言公平、合理；本次调整年度上限符合本公司客机腹舱货运业务发

展的需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

年度上限尚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并经非关联股东审议批准后实施。 

四、本次调整年度上限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国货航承包客机腹舱货运业务可以满足本公司对客机货运专业化营运的

需求，以公允、合理的定价方式激励国货航，促进本公司客机腹舱货运业务的稳

定发展及增长。通过此举，本公司将集中资源专注于客机腹舱货运业务的经营及

管理，并提升本公司核心业务航空客运的经营能力及竞争力。 

公司预计国货航集团根据《框架协议》应支付本集团的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

包经营收入可能超过 2021 年及 2022 年的原建议年度上限金额，本公司适时调整

原建议年度上限金额，有利于满足本公司的日常营运及业务发展需要。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