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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正增长  收益提升降低汇兑损失    
 
上半年净利润同增 4.3%，收益提升和单位扣油成本优化降低汇兑损失。上半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642.4 亿

元，同比增长 12.0%；实现归母/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34.7 亿/31.3 亿，同比增长 4.3%/-3.8%；对应每股收益为

0.25 元，超市场预期。加权平均资产收益率 ROE 减少 0.41pct 至 3.9%；毛利率同比减少 2.4pcts 至 15.6%。

其中 Q2 实现营收/净利润分别为 326.4 亿/8.4 亿，分别同增 14.9%、-54.8%。Q2 财务费用同比大幅增长 33.9

亿，而净利润同比减少 10.2 亿，我们预计经营规模扩大和国内线客公里收益提升贡献 10～11 亿，单位扣油成

本下降节省费用约 8.0～9.0 亿。 

 

国内线客公里收益同增 3.7%，投资收益明显改善。上半年公司 ASK 同增 12.4%，其中 Q2 同增约 14.0%，投

放进度明显加快。RPK 同比增长 11.7%，运力投放处高位致整体客座率同比下降 0.54pct 至 80.5%。上半年客

公里收益微降 0.13%至 0.53 元，其中国内线同比提升 1.4%至 0.59 元、国际线降幅收窄至 1.8%。公司实行价

格优先策略，航线网络优质使得票价提升能力领先。上半年联营企业投资收益贡献净利润 0.77 亿，主要受益

国泰航空投资损失同比减少 5.08 亿。 

 

成本管控持续推进，单位扣油成本下降 4%，汇兑损失下明显拖累业绩。2018H1 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13.8%至 542.5 亿，其中座公里成本同增 1.25%。上半年航油成本同增 29.0%至 175.8 亿，预计非油成本同比

增速 7.8%，单位扣油成本同比下降 4.1%，成本管控持续推进。受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影响，上半年汇兑损失

5.2 亿，去年同期汇兑净收益 12.7 亿。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5.1 倍至 19.0 亿，显著拖累业绩。管理费用同增

14.6%至 22.1 亿，净利率同比减少 0.6pct 至 6.1%。 

 

航线网络优质最具提价能力，布局京沪深蓉优势明显。公司覆盖含金量最高的航线网络和公商务客源，上半年

国内、国际两舱收入同比分别上升 8%和 15%，“凤凰知音”会员贡献收入同比增加 12%。公司主基地北京、

成都、上海、深圳等一线机场时刻资源紧张，供给侧增速收缩推动供需结构改善。票价市场化背景下，拥有最

具价值国内航线网络的国航盈利能力最优，Q3 供需结构的改善或助力票价弹性释放。 

 

风险因素：宏观经济下行；人民币大幅贬值；国际油价快速上涨。 

 

建议关注。考虑上半年油价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扰动，我们下调公司 2018~2020 年 EPS 预测至

0.47/0.81/1.10 元 (2018/19/20 年原预测 0.69/0.90/1.19 元)。近期汇率快速贬值，造成估值和业绩双杀。公司

覆盖含金量最高的航线网络和公商务客源，Q3 供需改善或推动票价盈利上行。建议关注短期汇率趋稳航空估

值修复。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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