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航公布 2018 年全年业绩：提升经营品质，保持行业领先优势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香港 ―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国航”或“公司”，与
子公司合称“本集团”）（股票编号：香港：００７５３；伦敦：ＡＩＲＣ；上海：６０１１１１；美国
ＡＤＲ ＯＴＣ：ＡＩＲＹＹ），今日公布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 个月（期内）之业绩 １。
业绩摘要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３６７．７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７０％
• 经营费用为人民币 １２６５．３７ 亿元，同比上升 １２．７１％
• 股东应占净利润人民币 ７３．５１ 亿元，同比提升 １．４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航空运输市场整体呈现供需稳定局面，国内出行需求旺盛，国际／地
区出行需求良好，但运力供给增速较快。本集团把握市场节奏，通过优化生产组织、稳
定收益水平，精细化成本管控，运输主业经营品质优势进一步扩大。虽然受到油价回升、
汇率贬值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期仍实现较好业绩。

财务摘要
２０１８ 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６７．７４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１２．７０％。
其中，航空运输收入为人民币 １３１８．３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６８％，客运收入同比增长
１２．８２％，货运收入同比增长 １１．２２％；其他收入及利得为人民币 ４１．０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５４．２７％。
经营费用为 １２６５．３７ 亿元，同比增加 １２．７１％。其中，航空油料成本同比增加 １００．７２
亿元，增幅 ３５．４５％，主要是受用油量增加及航油价格上涨的影响。期内本集团汇兑净损
失为 ２３．７７ 亿元，去年同期为汇兑净收益 ２９．３８ 亿元，主要是受报告期内美元兑人民币
升值的影响。
２０１８ 年，实现税前利润 ９９．７７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７３．５１ 亿元，同比
提升 １．４７％。
所有数据按国际财务会计准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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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建议 ２０１８ 年度提取税后利润的 １０％作为
法定盈余公积金，１０％作为任意盈余公积金，每 １０ 股分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０３２８ 元（含
税）。有关现金分红方案将呈交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业务回顾
２０１８ 年，集团整体运力投入（ＡＴＫ）为 ３８９．２０ 亿可用吨公里，同比增长 ９．１０％，完
成运输总周转量（ＲＴＫ）２７５．１８ 亿收入吨公里，同比增长 ８．４０％。

２０１８ 年，集团运输旅客 １．１０ 亿人次，同比增长 ８．０２％。客运运力（ＡＳＫ） 达到 ２７３６．００
亿可用座公里，同比增长 １０．４１％。其中国内、国际及地区航线同比分别增长 ８．２４％、１４．０６％
和 ９．１５％。旅客周转量（ＲＰＫ）达到 ２２０５．２８ 亿收入客公里，同比增长 ９．６７％。其中，国内、
国际及地区航线同比分别增长 ７．５１％、１３．１６％和 １２．１８％。客座率为 ８０．６０％，同比下降
０．５４ 个百分点。２０１８ 年，本集团引进飞机 ５０ 架，退出飞机 ２１ 架，截至 ２０１８ 年末，
集团共有客机（含公务机）６６９ 架，平均机龄 ６．６２ 年。
巩固北京枢纽优势，完善均衡互补的航线网络
２０１８ 年，北京枢纽新开哥本哈根、巴塞罗那等国际航线，北京－惠州等国内航线，
加密北京－伦敦、莫斯科等航线的频次。北京枢纽可衔接 Ｏ＆Ｄ 增加到 ６，２３０ 个，联程贡
献同比增加 ９３．５ 万人次。新开通欧美澳 ８ 个航点，累计实现 ３５ 个航点经北京的全委托
行李直挂。北京超级枢纽的航班规模不断扩大，航线网络持续拓展，枢纽商业价值稳步
提升。成都国际枢纽新开成都－伦敦、成都－曼谷等国际航线；上海国际门户加密上海－
巴黎、上海－名古屋等国际航线，周边开通杭州－芽庄等国内航线；深圳国际门户加快国
际航线市场布局，新开深圳－伦敦及深圳－乌鲁木齐等国际、国内航线，加密深圳－首尔、
深圳－金边等航线。公司不断完善广泛均衡的国内、国际航线网络，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深圳航空（含昆明航空）、澳门航空、北京航空、大连航空、内蒙航空
经营的客运航线条数达到 ７５４ 条，其中国际航线 １３８ 条，地区航线 ２７ 条，国内航线 ５８９
条。公司通航国家及地区 ４２ 个，通航城市 １８４ 个，其中国际 ６６ 个，地区 ３ 个，国内 １１５
个。此外，公司还积极开展国际化合作，３６ 家合作伙伴为公司提供每周 １４，０８７ 班次代
码共享航班；通过与星空联盟成员合作，将服务进一步拓展到全球 １９３ 个国家的 １，３１７
个目的地。
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商业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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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运力资源配置，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动态调整国内、国际运力投入结
构，主市场份额得到提升；优化机型与市场匹配，国内宽体机干线增投增收。国内航线
保持价格优势，收益水平持续提升；国际航线细化销售管理，稳定国际门户市场份额及
票价。建立产品销售、服务功能、渠道整合和营销推广的统一电子商务平台，推进商业
模式转型项目二期计划，实现常旅客积分场景化支付，扩大里程货币化应用。加强海外
电子商务能力，境外网站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１２％；移动平台注册用户同比增长 ２９．６％，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５０％。持续拓展附加服务产品，完善附加服务产品管理体系。上线国
内 ４０ 个机场、国际 １５ 个机场登机口付费升舱产品。报告期内，“凤凰知音”会员总数
达到 ５，６００ 余万人，常旅客服务全面升级，旅客满意度大幅提升，忠诚度和消费黏性均
显著增长，全年常旅客贡献收入同比增长 １１．６％。
改善产品服务水平，品牌形象显著提升
聚焦旅客体验，践行真情服务理念，不断推进创新服务，完善全流程旅客便捷服务
保障模式。成立 ９５５８３ 全球支持中心，建立远程坐席快速响应机制；首次实现全渠道客
票非自愿退改签功能，提升不正常航班的旅客体验；“无纸化便捷出行”项目顺利推进，
４５ 个国内站点及 ８ 个国际（地区）站点实现凭电子登机牌出行服务。打造“舌尖上的国
航”，完成全球 １０１ 个站点餐食品质提升。公司品牌规划项目系统推广，完成“多彩世
园号”“花开盛世号”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主题飞机彩绘，携手伊利集团举办 ２０２２ 年
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飞享冰雪初体验”主题营销；结合中国市场首架 Ａ３５０ 飞机入
列，策划“为梦想护航”系列活动，推出品牌 ＩＰ 形象“眼镜侠胖安达”和“旅行家胖
安达”，国航品牌形象深入人心，拉近与受众情感距离。参加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
展现国际化航空公司的品牌形象。与哥本哈根旅游局、澳大利亚旅游局签署联合营销协
议；与首都机场、德国慕尼黑机场签署“慕尼黑快线”合作协议，公司品牌认知度和美
誉度显著提升。国航品牌入选世界品牌实验室“世界品牌 ５００ 强”，以 １，４５２．９５ 亿元
的品牌价值成为 ２０１８ 年入选该榜单的唯一中国航企。２０１８ 年，公司还荣获“中国百强
企业奖”等殊荣。
聚焦成本效率提升，保持行业成本领先优势
２０１８ 年，公司聚焦成本效率的提升，进一步优化成本结构，公司以实施“全机队运
营优化项目”为重要抓手，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在生产组织层面，继续推
进落实计算机油量精细化控制等措施，节约航油成本；优化机队维修工作计划，提高机
队总体可用率。在营销和采购管理方面，持续提高直销比例，降低代理费率；推进机供
品全流程管理，减少生产外消耗。在运行保障方面，大力推进新能源应用，不断改善资
源配置，降低成本消耗。在资金管控方面，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高资金效率，
拓展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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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推进扶贫攻坚，积极回馈社会
公司将履行社会责任融入总体发展规划，发挥自身行业优势，积极回馈社会。顺利
完成平昌冬残奥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朝觐包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
大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运输服务保障任务。全力推进扶贫攻坚，坚持精
准施策，进一步推进和完善“８＋２”帮扶体系，定点扶贫地区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右旗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昭平县均顺利完成年度脱贫目标。常态化推动“中
航蓝天课堂”志愿支教活动，１７ 批 １５３ 人次志愿者赴定点帮扶地区开展支教共计 ８８７
课时。与空中客车公司合作，邀请定点帮扶地区 １７ 名青少年代表赴法国参加接飞机仪
式和文化交流活动。完成国家重大运输航班保障 ３８０ 班，人体器官运输航班保障 ２５５ 班。
依托品牌力量扩大公益影响，倡导先进文化，努力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打造绿色运营，共创美好蓝天
公司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制定“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完善节能环
保管理体系、打造绿色运营模式、加大绿色保障投入、参与绿色机制设计、宣传绿色环
保等措施，努力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减少生产经营对环境的影响。通过持续推进运行
节油和提升腹舱载运率项目，拉动整体燃油效率提升。为切实有效的将绿色发展理念贯
穿于业务运营全过程，公司积极开展碳管理工作，建立碳交易管理制度和流程；构建碳
排放数据监测和管理系统，开展应对全球航空减排机制的能力建设，完成北京市及欧盟
碳排放相关核证和采购工作。

展望
２０１９ 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消费升级带来需求持续增长，行业运力供给平稳，结
构进一步优化，外部营商环境趋好。本集团将继续推进枢纽网络战略，加快商业模式转
型升级，提升全流程服务水平，持续加强成本管控。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持续
提升经营品质，努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航空集团。

－完－

关于国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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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的载旗航空公司和中国居领先地位的航空客运、
货运及航空相关服务供货商。国航的主要基地位于中国首都北京——中国的国内航空及
国际航空的重要枢纽。公司还在北京、成都及其它地点提供航空相关服务，包括飞机维
修、地面服务等。截至 ２０１８ 年末，集团共有客机（含公务机）６６９ 架，平均机龄 ６．６２
年。本公司、深圳航空（含昆明航空）、澳门航空、北京航空、大连航空、内蒙航空经
营的客运航线条数达到 ７５４ 条，其中国际航线 １３８ 条，地区航线 ２７ 条，国内航线 ５８９
条。公司通航国家及地区 ４２ 个，通航城市 １８４ 个，其中国际 ６６ 个，地区 ３ 个，国内 １１５
个。透过星空联盟，本公司航线网络可覆盖 １９３ 个国家的 １，３１７ 个目的地。国航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香港和伦敦上市，股票代码分别为 ００７５３ 和 ＡＩＲＣ。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国航一级美国存托凭证保荐项目设立，股票代码为 ＡＩＲＹＹ。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国航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 股 票 代 码 为 ６０１１１１ 。 欲 知 更 多 详 情 ， 请 登 陆 国 航 网 站
ｗｗｗ．ａｉｒ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前瞻性声明
本新闻稿所包含的信息可能有一些对未来的预测和展望，以反映公司目前对未来事
件及财务表现的看法。这些看法是根据特定假设而提出的，而这些假设将取决于各种不
同的风险，并可能发生变化。我们不保证未来将会发生这些事件，也不保证这些预测将
会实现，或者公司的假设正确无误。实际结果可能会与这些预测值存在重大差异。
投资者关系及媒体垂询：

国航
章

悦

张

琛

投资者关系

投资者关系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８６１０） ６１４６－２５６０

电话：（８６１０） ６１４６－２５４３

电邮：ｊｏｙｃｅｚｈａｎｇ＠ａｉｒ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电邮：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２０１７＠ａｉｒ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皓天

Ｓｅｒａｎａ Ｌｉｕ

Ｗｅｎｄｙ Ｌｕ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Ｓｋ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Ｓｋ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电话：（８５２） ３８７０ ２１９８

电话：（８５２） ３６４１ １３２５

电邮：ｓｅｒａｎａｌｉｕ＠ｗｓｆｇ．ｈｋ

电邮：ｗｅｎｄｙｌｕｗ＠ｗｓｆｇ．ｈ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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