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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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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

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独立董事隋广军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王知出席会议并表决  

1.3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刘绍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总经理司献民、财务总监徐杰波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财务部总经理肖立新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A 股股票简称 南方航空 

股票代码 600029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 股股票简称 南方航空 

股票代码 1055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ADR 股票简称 China Southern Air 

股票代码 ZNH 

上市证券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苏亮 雷彬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 278 号 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 278 号 

电话 020-86124738 020-86124736 

传真 020-86659040 020-86659040 

电子信箱 webmaster@cs-air.com webmaster@cs-air.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 79,280 75,367 5.1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10,311 10,003 3.08

每股净资产(元) 2.36 2.29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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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 373 -940 139.68

利润总额 623 -795 178.36

净利润 308 -854 136.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3 -952 123.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 -0.20 13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7 -0.20 135.00

净资产收益率(%) 2.99 -9.34 增加 12.33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8 1,562 94.4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69 0.36 91.67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32

航线补贴 75

新税法税率改变对递延税的影响 -117

以上各项对税务的影响 -34

以上各项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 47

合计 85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国内会计准则 境外（国际）会计准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08 1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0,311 10,356

差异说明 

(a)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本公司由南航集团统筹的一

次性住房补贴款按有关规定记入 2001 年年初未分配利

润。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上述一次性住房补贴款

在有关合同所规定的偿付期的相关会计期间列支处

理。 

 

(b)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土地使用权以重估金额入

账。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由 2002 年 1 月 1 日起，

土地使用权以历史成本基准入账。因此，土地使用权

的重估盈余已冲回股东权益处理。 

 

(c) 根据原中国会计准则及制度，自置和融资租赁飞

机及发动机大修费用于实际发生时记入当期损益。按

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中国新会计准则，发生的自置

和融资租赁飞机及发动机大修费用被资本化为相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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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的一个部分，并在预期的大修周期内以直线法

计提折旧。上述会计政策于国际会计报告准则及中国

会计准则首次执行时，未进行追溯调整。 

 

(d) 根据原中国会计准则及制度，政府提供的与资产

相关的补助，形成资产的部分转作资本公积。根据中

国新会计准则，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

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而按

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规定，该类款项，除了与资本

开支有关的应记入相关资产的成本，其他均于发生当

期确认为收入。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2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3,18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国家 50.3 2,200,000,000 2,200,000,000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 1,156,215,998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35,350,454 -
            

   -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行

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31,596,199 -

            

   -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动力先

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30,000,000 -

            

   -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蓝筹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8 29,900,000 -

    -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25,999,841 -

            

-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24,619,797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19,908,683 -
            

  - 

海通－交行－日兴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日兴 AM 中国人

民币 A 股母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17,699,8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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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156,215,998 境外上市外资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35,350,45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1,596,19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29,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25,999,84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4,619,797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9,908,683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交行－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日兴

AM 中国人民币 A 股母基金   
17,699,82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5,014,89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本公司上述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中国南方航空集

团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

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

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 √不适用  

 

§5 董事会报告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客运 23,037  20.53

货运及邮运 1,735  6.51

其他 170  14.09

合计 24,942 

21,840 9.69

19.39

17.66 
增加 1.16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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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19,934 20.01

港澳地区 582 -14.54

国际 4,426 22.94

合计 24,942 19.39

 

5.3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4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5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 □不适用 

由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持续走强，本公司的汇兑收益明显增加。  

 

5.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6.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 √不适用 

 

5.6.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7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 √不适用  

 

5.8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9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10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资产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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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7 年 7 月 16 日，本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就购买 20 架 A320 系列飞机签订合同。根据该合

同，空中客车公司将于 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8 月向本公司全部交付 20 架 A320 系列飞机。A320 系

列飞机的公开市场报价（“目录价格”）为每架 6650 万美元—8590 万美元。本次飞机购买合同交易

金额是经合同签订各方以公平磋商厘定，实际交易金额低于上述目录价格。 

于 2007 年 7 月 16 日，厦航与美国波音公司就购买 25 架 B737-800 飞机正式签订合同。根据该合同，

美国波音公司将于 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11 月向厦航全部交付 25 架波音 B737-800 飞机。根据美国

波音公司的目录价格， B737-800 飞机的目录价格为每架 7050 万美元—7900 万美元。本次飞机购买

合同交易金额是经合同签订各方以公平磋商厘定，实际交易金额低于上述目录价格。 

根据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规定上述飞机交易事项中厦航与波音公司就购买 25 架 B737-800 飞机签定

飞机交易合同将提交本公司最近一期的股东大会审议。 

于 2007 年 8 月 20 日，本公司与波音公司签署了购买 55 架波音 B737-700/800 飞机的协议，这些飞机

计划将于 2011 年至 2013 年间付运。据波音公司的公开市场报价，波音 B737-700/800 飞机的目录价

格为每架美元 57 百万元至美元 67.5 百万元和每架美元 70.5 百万元至美元 79 百万元。本次飞机购买

合同交易金额是经合同签订各方以公平磋商厘定，实际交易金额低于上述目录价格。根据本公司上市

地上市规则规定上述飞机交易事项将提交本公司最近一期的股东大会审议。 

 

 

6.1.2 出售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

状况的影响。 

□适用√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适用 √不适用 

 

 

6.3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6.5 其它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6.5.1 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序

号 
股票代码 简称 

持股数量

(股) 

占该公司股权

比例(%) 

初始投资成本

（百万元） 
会计核算科目

1 000099 中信海直 23,044,066 4.49 69 长期股权投资

2  
中国民航信息

网络 
21,924,500 2.5 33 长期股权投资

3  中国交通银行 7,480,000 0.016 11 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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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 -- -- 

合计 -- -- 113 --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和中国交通银行为 H 股上市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其国内法人股。 

 

6.5.2 公司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持有对象名称 
最初投资成本（百

万元） 

持股数量

(股) 

占该公司股权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百万

元） 

南航财务公司 246 - 33.98 41

小计 246 - － 41

    *此表数据以本集团合并数据填列。 

 

6.5.3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南航集团向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A 股流通股股东支付

1,400,000,000 份认沽权证，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A 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 A 股

流通股将获得南航集团支付的 14 份认沽权证，相当于 A 股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可获 1.5970 股股份的

对价安排。上述权证行权方式为欧式到期日自动行权，行权比例为 2：1（即行权比例数值为 0.5），

存续期为 12 个月，初始行权价为 7.43 元，结算方式为现金结算。 

    为了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积极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进行，除法定承诺外，本公司

唯一非流通股股东同时承诺： 

（1）南航集团持有的南方航空股份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转让； 

（2）将在南方航空 2007-2009 年度股东大会上提议南方航空进行现金分红并投赞成票，以使南方航

空 2007-2009 年平均每年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 50%，即 2007-2009 年三年现金分红总额与该三年累计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总额之比不小于 50%； 

（3）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完成后，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南航集团支持南方航空制

订并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制度。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日：2007 年 6 月 13 日。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2007 年 6 月 14 日。 

    公司股票复牌日：2007 年 6 月 18 日。 

    认沽权证上市日：2007 年 6 月 21 日。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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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200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 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551 2,26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 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781 1,512

预付款项  641 603

应收股利  33 33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029 95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347 1,31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403 6,68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29 29

长期股权投资  1,455 1,375

投资性房地产  201 206

固定资产  57,741 55,834

在建工程  9,766 9,591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712 713

设备租赁定金  723 783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2 3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8 11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70,877 68,684

资产总计  79,280 75,367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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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22,134 19,907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13 26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808 6,028

票证结算  1,542 1,436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020 952

应交税费  692 526

应付利息  445 449

其他应付款  2,451 2,528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188 6,964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0,293 38,81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0,590 10,018

应付融资租赁款  13,709 12,307

大修理准备  832 805

递延收益  750 792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287 314

递延所得税负债  506 37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6,674 24,610

负债合计  66,967 63,42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374 4,374

资本公积  5,898 5,898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732 73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93 -1,001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311 10,003

少数股东权益  2,002 1,9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313 11,94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9,280 75,367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司献民  财务总监：徐杰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肖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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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0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 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037 1,786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 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449 1,204

预付款项  588 498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33 33

其他应收款  1,544 1,453

存货  1,112 1,08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784 6,063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708 2,630

投资性房地产  201 206

固定资产  47,346 46,119

在建工程  8,878 8,503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19 517

设备租赁定金  610 67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0 2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8 11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0,490 58,786

资产总计  68,274 64,84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1,644 18,982

交易性金融负债  13 26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402 4,925

票证结算  1,344 1,246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807 757

应交税费  491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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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  400 407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318 2,32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166 6,285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6,585 35,25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8,334 7,371

应付融资租赁款  13,122 12,307

大修理准备  695 556

递延收益  750 792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278 303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179 21,329

负债合计  59,764 56,58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374 4,374

资本公积  5,861 5,861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603 603

未分配利润  -2,328 -2,57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8,510 8,26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68,274 64,849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司献民  财务总监：徐杰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肖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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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2007 年 1-6 月 

 

单位: 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25,210 21,144

二、营业总成本  21,971 18,686

营业税金及附加  699 548

销售费用  1,605 1,488

管理费用  818 690

财务费用  -104 752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4 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18 8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83 82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73 -940

加：营业外收入  263 153

减：营业外支出  13 8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 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23 -795

减：所得税费用  251 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72 -8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8 -854

少数股东损益  64 50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7 -0.2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7 -0.20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司献民  财务总监：徐杰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肖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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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2007 年 1-6 月 

单位: 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9,804 16,562

减：营业成本  17,635 14,881

营业税金及附加  532 414

销售费用  1,286 1,192

管理费用  564 493

财务费用  -132 660

资产减值损失   43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4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13 8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78 81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6 -1,037

加：营业外收入  256 136

减：营业外支出  9 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13 -907

减：所得税费用  67 -2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46 -885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司献民  财务总监：徐杰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肖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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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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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35 21,063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 2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076 21,26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617 16,45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597 1,8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680 61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4 7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038 19,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8 1,56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 2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138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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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5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3 46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882 2890

投资支付的现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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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82 2,89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9 -2,43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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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63 1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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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863 12,963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489 9,47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436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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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925 10,5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2 2,37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87 1,50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64 2,90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51 4,405

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372 -804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

物资产折旧 
 2,355 2,153

无形资产摊销  16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6 29

递延收益摊销  -42 -2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82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

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

列） 
 -34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25 697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18 -78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59 -7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32 -65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

填列） 
 -380 -52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

填列） 
 1,043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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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8 1,562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

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3,551 4,405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264 2,901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87 1,504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司献民  财务总监：徐杰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肖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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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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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6 16,46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 1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661 16,62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909 13,16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034 1,496

支付的各项税费  428 40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8 4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439 15,5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2 1,06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132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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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5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0 42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658 2,177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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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8 2,1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8 -1,76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347 12,084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347 12,08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4,544 8,71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296 1,01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840 9,7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3 2,36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51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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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86 2,00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37 3,663

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246 -885

加：资产减值准备   46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

资产折旧 
 2,001 1,794

无形资产摊销  13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 22

递延收益摊销  -42 -2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

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84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34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64 593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13 -84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73 -32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3 -56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426 -36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920 59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2 1,063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3,037 3,663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786 2,002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51 1,661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司献民  财务总监：徐杰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肖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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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项目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

积 

减：库

存股 

盈余

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

利润 

其

他 

少数股

东权益 

所有者权

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4,374 5,898  732  -930  2,172 12,246

加：会计政策变更      -71  -234 -305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4,374 5,898  732  -1,001  1,938 11,941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号填

列） 

         

（一）净利润      308  64 372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

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的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

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4．其他          

上述（一）和（二）小

计 
     308  64 372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4．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4,374 5,898  732  -693  2,002 12,313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 20 页 共 24 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项目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

积 

减：库

存股 

盈余

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

利润 

其

他 

少数股

东权益 

所有者权

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4,374 5,893  691  -1,007  2,141 12,092

加：会计政策变更      44  -203 -159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4,374 5,893  691  -963  1,938 11,933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号填

列） 

         

（一）净利润      3   3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5       5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

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的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

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4．其他          

上述（一）和（二）小

计 
 5    3   8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41  -41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4．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4,374 5,898  732  -1,001  1,938 11,941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司献民  财务总监：徐杰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肖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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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或

股本) 

资本公

积 

减：库存

股 

盈余公

积 

未分配利

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4,374 5,898  603 -801 10,074

加：会计政策变更  -37   -1,773 -1,810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4,374 5,861  603 -2,574 8,264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一）净利润     246 246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

损失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

权益变动的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

得税影响 
      

4．其他       

上述（一）和（二）小计     246 246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4,374 5,861  603 -2,328 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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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同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或

股本) 

资本公

积 

减：库存

股 

盈余公

积 

未分配利

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4,374 5,893  603 -919 9,951

加：会计政策变更  -37   -1,477 -1,514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4,374 5,856  603 -2,396 8,437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一）净利润     -178 -178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

损失 
 5    5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

权益变动的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

得税影响 
      

4．其他       

上述（一）和（二）小计  5   -178 -173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4,374 5,861  603 -2,574 8,264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司献民  财务总监：徐杰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肖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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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因及影响数。 

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本集团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2006) 。 本集团已发行

H 股，以前年度同时按照适用的中国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外提供财务报表。根据财政部会

计准则委员会成立的 “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专家工作组” 2007 年 2 月 1 日公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实施问题专家工作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 要求，本集团在首次执行日对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 (2006) 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所涉及的有关项目，按以下原则进行追溯调整。 对于企业会计

准则 (2006) 规定的与以前年度采用的会计准则不同的原则，如果本集团在以前年度按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时已采用了企业会计准则 (2006) 规定的原则，则本集团会依据以前年度按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表时所依据的信息，对企业会计准则 (2006) 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

整。此外，本集团还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其他

项目进行了追溯调整。 除根据《意见》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对下述第(a)、(c)、(f)、(g)及(h)条进行了追溯调整外，本集团没有对其他项目的会计政策变更进

行追溯调整。 由于采用企业会计准则 (2006) ，本集团的主要会计政策发生如下变更: (a) 对子公

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投资 企业对子公司的投资原在母公司报表中按权益法核算，现改按成本

法核算。 对合营企业的投资原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按比例合并法核算，现改按权益法核算。 采用权益

法核算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投资时，原将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借方

差额分期平均摊销，计入损益，将贷方差额计入资本公积。现改为，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

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以前者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对

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以后者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与初始投资成本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b) 投资性

房地产 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原确认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现改确

认为投资性房地产，并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c) 金融工具 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原以历史成本

为基础进行会计处理，现以公允价值、摊余成本或成本为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本集团在 2007 年 1 月

1 日对于金融工具的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了下述调整或追溯调整: - 2007 年 1 月 1 日，本集团将持有的

金融资产 (不包括作为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 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贷款和应收款项。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本集团以其 2007 年

1 月 1 日的公允价值作为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06 年

的比较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 2007 年 1 月 1 日，本集团将持有的金融负债 (不包括作为

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 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对

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本集团以其 2007 年 1 月 1 日的公允价值作为

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06 年的比较财务报表的相关项

目进行调整。 (d) 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如果有迹象表明以前年度据以计提资产减值的各种因素发生变化，使得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大于其账面价值时，原将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现不允许转回。 

本集团没有对上述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整。 (e) 政府补助 对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 (不包含政府资本性投入) ，在满足补助所附条件时原将补助确认在资本公积中，现改为确认在递

延收益中，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损益。 本集团没有对上述政府补助的会计政策变

更进行追溯调整。 (f) 借款费用 用于购建固定资产的一般借款的借款费用和专门借款中尚未使用部

分产生的借款费用，原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现在符合一定条件时予以资本化，以专门借款当

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及企业根据累计资本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本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用一般借

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的一般借款利息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 (g) 辞退福利 用于补偿本集团职工实施内

部退养计划（“内退”）而支付的费用原于实际发生时记入当期损益。现在于满足一定条件时，将内

退人员自离岗到正式退休期间的员工成本一次性地做出计提，确认为预计负债，同时计入当期损益。 

(h) 飞机售后租回收益 飞机售后租回交易中所获取的收益原作为递延收益入账，并按有关租赁年期

摊销，现在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售后租回交易是按照公允价值达成的，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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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i) 飞机及发动机大修费用 飞机及发动机大修费用原于实际发生时记入当期损

益。现在发生的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飞机及发动机大修费用被资本化为相关固定资产的一个部

分，并在预期的大修周期内以直线法计提折旧。 

7.3.2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