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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证券简称：*ST海航、*ST海航 B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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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英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鸿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曹京斐（会计主管人员）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6,371,300 -1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8,66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443,58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3,234 -660.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8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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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136,599,075 143,254,576 -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791,718 8,489,821 -43.56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59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0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332,3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97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9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0,125 

合计 -155,083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_年初

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下降主要系公司 2022 年 1-3 月

亏损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_年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下降主要系公司 2022 年 1-3 月

亏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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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8,7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 

其他 
5,013,73

4,930 

15.0

8 
0 无 - 

海南方大航空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00,00

0,000 

12.6

3 
0 无 -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其他 
3,879,22

8,176 

11.6

7 
0 质押 

3,555

,200,

000 

国家开发银行 国有法人 
896,001,

078 
2.70 0 无 - 

海南幸运国旅包机有限公

司 
其他 

662,000,

000 
1.99 0 无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行 
国有法人 

648,331,

418 
1.95 0 无 -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593,941,

394 
1.79 0 冻结 

593,9

41,39

4 

海南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其他 

517,671,

098 
1.56 0 无 - 

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

行 
国有法人 

514,150,

867 
1.55 0 无 -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467,594,

556 
1.41 0 无 - 

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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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 

5,013,734,930 人民币普通股 
5,013,734,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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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方大航空发展有限公

司 
4,2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000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3,879,228,176 人民币普通股 
3,879,228,

176 

国家开发银行 896,001,078 人民币普通股 
896,001,07

8 

海南幸运国旅包机有限公

司 
66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2,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行 
648,331,418 人民币普通股 

648,331,41

8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593,941,394 人民币普通股 
593,941,39

4 

海南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517,671,098 人民币普通股 

517,671,09

8 

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

行 
514,150,867 人民币普通股 

514,150,86

7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467,594,556 人民币普通股 

467,594,55

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为海南方大

航空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海南幸运国旅包机有限公

司、海南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

限售股东参与融资融券及

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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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2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2021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076,846 8,823,552 

交易性金融资产 4,414,606 5,210,094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084,351 2,135,776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910,884 933,766 

其他应收款 8,558,504 10,643,23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14,150 23,18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522,112 1,526,153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790,945 702,895 

流动资产合计 25,358,248 29,975,474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51,804 53,57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572,116 1,690,143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954,396 5,992,588 

投资性房地产 2,827,110 2,827,110 

固定资产 43,687,144 44,293,788 

在建工程 4,437,888 4,449,736 

使用权资产 47,542,690 48,950,617 

无形资产 1,325,463 1,285,323 

开发支出   

商誉 843,981 843,981 

长期待摊费用 1,087,085 1,158,3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11,150 1,733,91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1,240,827 113,279,102 

资产总计 136,599,075 143,254,576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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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195,454 8,893,732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318,655 1,726,966 

应付职工薪酬 679,420 608,993 

应交税费 1,049,653 1,820,149 

其他应付款 3,204,577 1,979,286 

其中：应付利息 873,291 463,389 

应付股利 1,567 1,900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951,677 7,925,988 

其他流动负债 130,298 138,185 

流动负债合计 21,529,734 23,093,29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8,756,970 48,713,957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49,949,920 51,320,765 

长期应付款 38,035 38,255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8,294,327 7,985,966 

递延收益 13,121 13,123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4,784 246,031 

其他非流动负债 832,549 876,60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8,109,706 109,194,704 

负债合计 129,639,440 132,288,00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3,242,794 33,242,794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4,705,516 34,708,52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0,236,200 -10,139,767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672,872 1,672,87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4,593,264 -50,99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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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合计 
4,791,718 8,489,821 

少数股东权益 2,167,917 2,476,75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6,959,635 10,966,57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总计 
136,599,075 143,254,576 

 

公司负责人：王英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鸿清       会计机构负责人：曹京斐 

 

合并利润表 

2022年 1—3月 

编制单位：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第一季度 2021 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6,371,300 7,733,004 

其中：营业收入 6,371,300 7,733,004 

二、营业总成本 10,191,783 11,201,838 

其中：营业成本 8,881,613 9,202,813 

税金及附加 23,951 10,650 

销售费用 297,152 271,778 

管理费用 316,328 302,451 

研发费用 3,486 34,070 

财务费用 669,253 1,380,076 

其中：利息费用 1,040,711 1,244,688 

利息收入 23,345 35,403 

加：其他收益 191,077 71,86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344 17,31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1,776 17,31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32,355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1,986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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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5,597 43,25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945,484 -3,336,400 

加：营业外收入 41,997 6,776 

减：营业外支出 3,584 3,04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3,907,071 -3,332,664 

减：所得税费用 84 -386,38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907,155 -2,946,283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907,155 -2,946,28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3,598,664 -2,599,530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

填列） 
-308,491 -346,75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96,778 -61,031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96,433 -59,358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96,433 -59,358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96,433 -59,358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345 -1,673 

七、综合收益总额 -4,003,933 -3,00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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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3,695,097 -2,658,888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308,836 -348,426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3 -0.1547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83 -0.1547 

 

公司负责人：王英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鸿清       会计机构负责人：曹京斐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2年 1—3月 

编制单位：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882,961 7,417,83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58,789 1,061,2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141,750 8,479,13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254,531 5,406,515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182,628 1,903,55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32,133 176,31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05,692 344,76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774,984 7,831,1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33,234 647,98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424,935 17,544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184 1,6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7,424 259,119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432,980 530,73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884,523 808,99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36,290 220,275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35,9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72,190 220,275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10 / 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12,333 588,72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599,147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8,701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5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99,147 90,05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6,440 32,96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9,467 325,744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864 14,32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9,771 373,0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99,376 -282,97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46 -5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78,521 953,67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38,523 1,761,52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917,044 2,715,195 

 

公司负责人：王英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鸿清      会计机构负责人：曹京斐 

 

 

 

 

2022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