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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0696）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業績公佈

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計
之簡明合併中期業績。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金額單位：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審計 已審計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值 7 936,824 1,058,531
 無形資產，淨值 72,613 104,413
 預付租賃土地使用權，淨值 2,006,917 2,032,855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42,211 130,855
 其他長期資產 4,573 4,57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1,062 11,085

    
3,174,200 3,342,309

    
流動資產
 存貨 7,795 7,948
 應收賬款，淨值 8 259,175 226,757
 應收聯營公司 14,679 17,000
 應收關聯方款，淨值 9 1,616,787 1,384,156
 應抵所得稅 - 49,120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 319,920 216,089
 短期銀行存款 1,938,608 1,738,83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63,891 899,144

   
5,420,855 4,539,048

    
資產總值 8,595,055 7,88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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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審計 已審計

權益
可分配給股東資本及儲備
 實收資本 1,950,806 1,950,806
 儲備 5 2,653,293 2,577,213
 留存收益
 －計劃期末現金股息 6 – 306,277
 －其他 2,330,135 1,849,077

6,934,234 6,683,373
非控制性權益 137,545 124,472

權益合計 7,071,779 6,807,845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48 4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 10 1,161,031 911,441
 應付關聯方款 326,898 121,065
 應交所得稅 23,527 7,305
 遞延收益 11,772 33,652

1,523,228 1,073,463

負債合計 1,523,276 1,073,512

權益及負債合計 8,595,055 7,881,357

淨流動資產 3,897,627 3,465,58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071,827 6,80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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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除每股數據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為單位）

未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收入
 航空信息技術服務 1,099,118 1,028,580
 結算及清算服務 181,723 144,376
 數據網絡及其他 414,239 279,308

 

總收入 2 1,695,080 1,452,264
 

營業成本
 營業稅金及附加 (61,467) (51,390)
 折舊及攤銷 (204,207) (183,174)
 網絡使用費 (41,844) (43,509)
 人工成本 (245,390) (219,442)
 經營租賃支出 (44,863) (45,722)
 技術支持及維護費 (89,098) (80,211)
 佣金及推廣費用 (180,467) (165,387)
 其他營業成本 (189,783) (124,299)

 

總營業成本 (1,057,119) (913,134)
 

營業利潤 637,961 539,130
財務收入，淨額 22,714 19,914
應佔聯營公司收益 14,495 13,333

 

稅前利潤 675,170 572,377
所得稅 3 (101,677) (88,440)

 

除稅後利潤 573,493 483,937
 



4

未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其他綜合收益：
外幣報表折算差異 (342) (1,034)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項後 (342) (1,034)

本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573,151 482,903

利潤應佔自：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57,480 472,700
非控制性權益 16,013 11,237

573,493 483,937

綜合收益總額應佔自：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57,138 471,666
非控制性權益 16,013 11,237

573,151 482,90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的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4 0.19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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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礎

本未經審計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是在歷史成本原則下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編製，並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該簡明合併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

‧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修訂）「關聯方披露」，在二零一一年一月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
間起生效。此修改介紹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有關政府相關主體之間和與政府進行交
易的所有披露規定的豁免。此等披露由一項如下披露規定所取代：

‧ 政府名稱與它們關係的性質；

‧ 任何個別重大交易的性質和數額；及

‧ 在意義上或數額上任何整體而言屬重大的交易。

此修訂亦澄清和簡化了關聯方的定義。

該修訂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2. 收入

收入主要包括本集團因就提供其航空信息技術服務及相關服務等業務而收取的費用。此等
收費大部份來自本公司股東。

3. 稅項

中國公司法定企業所得稅通常適用稅率為25%。根據有關規定，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認
定的企業依據新所得稅法可享受企業所得稅15%的優惠稅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本公
司被評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可以自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間享受15%的優惠稅率。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正向有關政府機關更新該等權利，並預期將於二零一一年
下半年繼續獲批為「高新技術企業」，故按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預提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企業所得稅。

除被評定為「高新技術企業」而享受15%的企業所得稅的優惠稅率外，被相關當局評定為
國家規劃佈局內「重點軟件企業」，則可以進一步享受10%的優惠稅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獲得二零一零年度國家規劃佈局內的「重點軟件企業」的認定，因而
二零一零年度享受10%的優惠稅率。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尚未獲得二零一
一年度的國家規劃布局內「重點軟件企業」的認定，因此，如本附註首段所述，按15%的
稅率計提了企业所得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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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根據下列數據計算得出：

未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盈利（人民幣千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 557,480 472,700

股份數目（千股）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註釋） 2,926,210 2,926,210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基本及攤薄 0.19 0.16

註釋：

在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了將儲備和留存收益轉增實收資
本，以每兩股現有股份派送一股新股的方式派送975,403,196股紅股予本公司股東。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完成了增資手續，至此，本公司全部已發行總股份數由
1,950,806,393股增至2,926,209,589股，實收資本由人民幣1,950,806,393元增至人民幣
2,926,209,589元。

由於派送紅股的影響，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關乎計
算每股盈利的普通股數目已對本次增加之普通股進行了調整。

5. 儲備

對於二零一零年度任意盈餘公積金的提取已經在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的股東週年大會
上通過。因此，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按二零一零年淨利潤
的10%（人民幣76.4百萬元）提取了任意盈餘公積金。

6. 股利分配

在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了派發「二零一零年股息」每股
人民幣0.157元，合共人民幣306.3百萬元。該等股息已計入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股東權益，並列作留存收益的分配。

7.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值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新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價值合計約為人
民幣23.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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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帳款，淨值

應收帳款的收款期限一般為提供服務後六個月。

應收帳款的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計 已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 236,379 206,499
六個月至一年 19,732 19,542
一年至二年 11,569 11,666
二年至三年 24,097 20,347
三年以上 10,314 4,658

應收賬款合計 302,091 262,712
減值撥備 (42,916) (35,955)

應收賬款，淨值 259,175 226,757

9. 應收關聯方款，淨值

與關聯公司的往來餘額為與貿易相關、無抵押、免息及一般須於六個月內償還。

應收關聯方款的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計 已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 1,120,388 1,070,512
六個月至一年 408,112 303,662
一年至二年 88,100 9,804
二年至三年 68 60
三年以上 119 118

應收關聯方款，淨值 1,616,787 1,38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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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帳款及預提費用

應付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計 已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以內 27,631 42,156
六個月至一年 28,459 4,431
一年至二年 6,309 2,474
二年至三年 9,223 9,326
三年以上 9,348 19,097

應付賬款合計 80,970 77,484
預提費用及其他負債 1,080,061 833,957

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合計 1,161,031 911,441

11. 分部報表

本集團僅於一個行業內經營業務－在中國提供航空信息技術及相關服務。本集團營運的
最高決策人為本集團的總經理。總經理審閱的資料與綜合收益表所載資料一致。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編製任何分部報表。

本集團由於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自中國，其資產亦位於中國。

佔總收入10%以上的客戶主要包括：

未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主要客戶 二零一一年 % 二零一零年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78,118 16% 242,567 17%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56,015 15% 227,054 16%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70,711 16% 253,15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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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中國航空運輸旅游業信息技術解決方案的主導供貨商。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中國經濟的平穩發展和城鎮化比例的迅速提升，繼續支持中國航空運輸市場
的持續增長，但發達經濟體增長遲緩帶來的外圍需求下滑、日本「311」地震、國
際局勢局部動蕩、燃油價格高企以及國內高鐵網絡布局逐步鋪開等因素，都使得
中國航空運輸市場的增速放緩。本集團審時度勢，優化資源配置，在保障生產安
全穩定運行的同時，加強市場攻關和服務提升，克服不利因素的影響，實現了主
營業務的平穩發展和經營業績的穩步提升。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電子旅游分銷(ETD)系統處理的國內外商營航空公司
的航班訂座量約151.8百萬人次，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長約10.4%：其中處理中國
商營航空公司的航班訂座量增長了約10.2%，處理外國及地區商營航空公司的航
班訂座量增長了約14.6%；加盟使用本公司機場旅客處理(APP)系統服務、多主機
接入服務和自主開發的Angel Cue平台接入服務的外國及地區商營航空公司亦增
至63家，在42個機場處理的離港旅客量約2.4百萬人次；與本公司計算機分銷系統
(CRS)實現直接聯接的外國及地區商營航空公司增至96家，通過直接聯接方式銷
售的比例達到了約99.4%，增強了本公司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除向主要中國商營航空公司繼續提供由訂座、出票、
值機、配載平衡、結算清算、旅客增值服務等環節組成的航空運輸價值鏈中的信
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外，還在便捷旅客出行、開展電子商務、與高鐵競爭合作、加
入航空聯盟等方面為中國商營航空公司提供信息技術解決方案。作為IATA「便
捷旅行」(Fast Travel)項目的戰略合作伙伴，本公司如期完成IATA自動化行李規
則(ABR)的實施，繼續保持在IATA「便捷旅行」領域行業標準的領先地位；電子
雜費單系統(EMD) 中BSP EMD改期業務流程建立, 並將在中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投產實施，為取得IATA EMD全流程認證創造了有利條件；本公司自主開發
的符合IATA標準的通用自助值機系統(CUSS) 在60個國內主要機場使用，網上值
機服務在99個國內外機場開通，連同手機值機產品共處理出港旅客量約16.7百萬
人次。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公司電子商務支撐平台E-Build新增國際運價Flight 
shopping和空鐵聯運等重要功能，並在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中國商營航空公
司電子商務網站投產。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鞏固結算及清算服務現有市場，拓展市場規模和
業務範圍，並積極尋求新的發展機會。新一代國際客運收入管理系統在中國國際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投產運行，在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啟動試運行；繼續深化與國內主要商營航空公司和機場等客戶的戰略合
作，拓展電子支付和代理人結算平台業務；與中國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本着「資
源共享、優勢互補」的原則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着重在電子商務、資金結算、
信息技術服務等領域尋求深入合作與發展。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結算清算
系統進行了約227.8百萬宗交易，處理了約111.9百萬張BSP客票，代理結算的客、
貨、郵運收入、雜項費用及國際、國內清算費用達約2.3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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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不斷完善機場信息服務、機場地面運營、離港前端服
務和終端旅客服務等機場信息技術服務產品線，積極參與機場改擴建過程中信息
系統建設的招投標工作。機場統計服務系統等機場信息服務產品在烏魯木齊、青
島等機場投產；機場安檢信息系統、機場旅客及行李信息總線平台(AMB)等機場
地面運營產品分別推廣至北京首都、滿洲里、西安等6家機場；新一代APP離港
前端系統在國內大中型機場佔據主導地位的同時，亦在93個海外或地區機場協助
中國商營航空公司開展旅客辦理登機手續、中轉、聯程服務，處理的離港旅客量
約7.3百萬人次，佔中國商營航空公司海外回程旅客量的比例約80.1%；面向旅客
吞吐量位於國內排名60位之後的小機場用戶設計開發的旅客前端處理系統Angel 
Lite，新增推廣至東營、伊寧等4家機場；旅客終端服務產品在長沙、南京、福州
等7家機場得到應用。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加強分銷信息技術服務產品線的建設和推廣，建
立了分布式的產品研發和市場推廣體系，推出了低成本航空分銷平台、外航廣
告發佈等增值服務產品，完善了TravelWeb前端業務系統、航旅天空綜合分銷平
台、差旅專家(BlueSky)等產品體系的發展模式，積極推進與重點客戶的戰略合
作，航旅天空綜合分銷平台成功引入中國郵政等大客戶。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着力打造酒店信息化平台，並依托航旅通業務、酒店
CRS建設、旅行社產品，深化與上游酒店供貨商的戰略合作，縮短向下游酒店分
銷渠道的供應過程，銷售的酒店間夜量達540.4千間夜，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長了
1%。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緊抓國家振興物流業發展的機遇，進一步規劃航空貨
運物流信息技術服務業務，穩步推進航空貨運物流信息平台、歐盟電子報關平
台、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貨運系統、中國國際貨運航空有限公司E-DATA
系統等系統建設，產品成功植入多家機場。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系統處理的航空
貨運單約3.3百萬張，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長了3.1%。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在深入研究市場發展動態，完善產品服務體系的基礎
上，多渠道推廣公共信息服務品牌，以中央企業和政府部門為重點，拓展多行業
客戶，首次承擔國家部委大型數據中心外包託管項目-民政部信息中心託管及運維
項目，並中標中體彩下一代系統架構諮詢項目。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針對新一代航空旅客服務信息系統（「新一代系統」）
建立了專門的研發隊伍、管理協調機構和研發管理體系，為加快推進新一代系統
建設提供了組織和制度保障；基於自主設計、自主開發的總體思路，採用與主要
商營航空公司客戶共同建設的商務合作模式，本集團與國內主要商營航空公司進
一步展開新一代系統的調研和研發工作，繼續加強由服務整合平台、統一消息平
台、應用服務開發接口等平台構成的新一代系統的基礎技術架構建設，重點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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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系統的核心系統建設工作，在新一代航空公司庫存管理系統、統一控制前
端系統、開放平台電子客票系統、航班查詢系統等核心系統項目上完成了大量開
發工作，部份功能和模塊已在商營航空公司上線投產。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為保障安全生產，挖掘系統潛能，提升系統處理能力和運維
效率，本集團綜合運用了技術、管理等手段：實施主機系統擴容和4-HOST技術
改造，應用自主研發的主機監控平台和系統配置智能管理系統，繼續推進虛擬化
技術應用和機房節能降耗改造，進一步完善安全生產管理體系和安全審計工作體
系，加強各類流程規範和應急演練，紥實推進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週年民航旅客
信息保障工作。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ICS、CRS、APP、核心開放系統和結
算清算主機系統的可利用率分別約為99.99%、100%、100%、100%和99.93%。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財務狀況和經營表現

概述

管理層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和經營表現的討論及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稅前利潤人民幣675.2百萬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增加了18.0%。折舊、攤銷、息稅前盈餘(EBITDA)人民幣854.4百萬元，較二零
一零年上半年增加了16.1%。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得利潤人民幣557.5百萬元，較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增加了17.9%。本集團盈利增加，主要是由於在收入增加的同
時，嚴格控制營業成本所致。

本集團的收入及經營業績主要來自本集團在中國的營運。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每股盈利人民幣0.19元。

總收入

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總收入為人民幣1,695.1百萬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總
收入人民幣1,452.3百萬元，增加了人民幣242.8百萬元或16.7%，總收入的增加主
要是由於本集團業務量增長所致。總收入的增加反映在下列各項中：

‧ 航空信息技術服務收入佔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總收入的65.0%；二零一
零年上半年為70.8%。航空信息技術服務收入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人民
幣1,028.6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099.1百萬元，增加了
6.9%。該項增加主要是由於航空旅客量增長所致。



12

‧ 結算及清算收入佔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總收入的10.7%，二零一零年上
半年為9.9%。結算及清算收入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44.4百萬元增加
至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81.7百萬元，增加了25.9%，主要由於國際結
算清算業務量增長所致。

‧ 數據網絡及其他收入佔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總收入的24.3%，二零一零
年上半年為19.2%。數據網絡及其他收入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79.3
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14.2百萬元，增加了48.3%，主要
由於數據網絡收入增加所致。

營業成本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總營業成本為人民幣1,057.1百萬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人
民幣913.1百萬元，增加了人民幣144.0百萬元或15.8%。營業成本變動亦反映在以
下各項中：

‧ 折舊與攤銷增加了11.5%，主要是由於本公司新購設備及土地使用權所致；

‧ 佣金及推廣費用增加了9.1%，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業務發展、APP系統使用量
增加所致；

‧ 技術支持及維護費增加了11.1%，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繼續加大新產品和新技
術研發力度所致；及

‧ 人工成本增加了11.8%，主要是由於為支持本集團業務發展而增加了員工數
量所致。

企業所得稅

詳見未經審計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應佔盈利

由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權益持有人之應佔盈利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72.7
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557.5百萬元，增加了人民幣84.8百萬元
或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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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現能力與資本結構

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經營活動。來自經營活動現金流入
淨額為人民幣639.8百萬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沒有任何短期和長期銀行
貸款，本集團也沒有使用任何用於對沖目的的金融工具。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1,263.9百萬元，其中分別97.4%、2.1%
及0.2%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幣計價。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資本開支

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總資本開支為人民幣95.1百萬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
年的人民幣1,945.9百萬元，減少了人民幣1,850.8百萬元。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的資本開支主要包括根據本集團發展戰略購置所需的硬件、軟件以及基礎設施
建設。

董事會預計本集團二零一一年全年所需的計劃總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1,049.5百
萬元，主要用於建設北京新運行中心、開發新一代航空旅客服務信息系統及推廣
其他新業務。資本支出計劃的資金來源將包括已持有的資金及營運活動產生的內
部現金流量。董事會估計二零一一年本集團的資金來源完全能夠滿足資本開支計
劃、日常營運和其他目的等所需資金。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來自商業交易和以外幣計價的資產和負債。人民幣兌外幣的匯
率波動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可能帶來影響。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17.7%（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3.6%），該比率是通過將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總負債
（無付息債務）除以總資產而得出。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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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員工總數為4,364名。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
人工成本約為人民幣245.4百萬元，佔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總營業成本的約
23.2%。

本集團在遵循中國不時修訂的有關法律及法規的情況下，視乎員工的業績、資
歷、職務等因素，對不同的員工（包括執行董事及職工代表監事）執行不同的薪酬
標準。本集團員工的薪酬包括工資、獎金、以及按國家不時修訂的有關規定提供
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住房津貼等福利計劃。

目前，本公司並無任何非執行董事收取任何薪酬。然而，非執行董事於任期內產
生的任何合理費用支出將由本公司承擔及支付。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按現行
巿價、其職務和個人資歷經驗收取董事袍金，其於任期內產生任何合理費用支出
將由本公司承擔及支付。所有本公司之董事（「董事」）圴享有本公司為董事購買的
責任保險。

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有關航空旅遊行業和計算機信息技術專業、工商管理教育等
學習機會和提供有關計算機信息技術、個人素質、法律、法規和經濟領域最新進
展的培訓。

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展望

當前美國信用評級下調，歐債危機尚未終結，地區局勢動蕩亦未平息，全球經濟
形勢仍複雜，國內宏觀調控政策正持續，行業扶持政策待出台，民航與高鐵的競
合初啟動，以及油價和匯率的不斷波動，都令二零一一年下半年的中國航空旅游
市場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為此，作為中國民航業的核心信息服務企業，本集團
將堅定信心，攻堅克難，根據既定的發展戰略，按照年初的工作部署，紥實推進
重點工作，走好”十二五”發展第一步：進一步夯實安全生產基礎，增強安全生產
責任意識，加快建設國內領先的、符合國際標準的北京順義新運行中心，提高可
持續發展能力與安全技術水平；推動技術創新，着力研發新一代航空旅客服務信
息系統，做強做優主營業務；探索商務模式和服務模式創新，建設電子支付服務
平台、機場IT一體化平台、航空貨運物流信息平台、酒店分銷平台、共用信息服
務平台，做大新興業務、拓展海外市場；強化公司管治，實施風險管控，嚴格成
本管理，切實提升營運效率；深化體制機制創新，切實推進人才隊伍建設、企業
文化建設，激發全員凝聚力和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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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變動情況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的通函所述之派送紅股，已於二零一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上分別獲得批准（如本公
司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告所述）。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完成了向於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的內資股股東及H股股東派送紅
股，並完成了相應的轉增實收資本。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止，本公司全部已
發行總股份數增加至2,926,209,589股，其中內資股股份數為1,993,647,589股，佔
已發行股份總數的68.13%；H股股份數為932,562,000股，佔已發行總股份數的
31.87%。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本公司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不派發中期股息。

委託存款及不可回收的逾期定期存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委託存款及不可收回的逾期定期存
款。本集團所有現金存款均存放於商業銀行，並符合適用的法律及法規。

購回、出售或贖回證券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公司管理層一同討論並審閱了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的中期業績，並就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匯報等
事宜進行了討論。



16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建立和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並向所有市場參加者和監管部門提供
及時、準確、完整、可靠的訊息，努力提高公司的透明度。本公司已採納《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的
企業管治守則。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除偏離了守則條文第D.1.1及D.1.2條外，本公司已完全遵守
守則條文。公司章程已列出董事會和總經理各自的職權，但本公司未就其他轉授
予管理層的職能及管理層的權力訂立具體指引，並未完全遵守守則條文第D.1.1及
D.1.2條。目前，董事會依據實際需要，針對某一類事項或事件，授予管理層專項
的審批或執行權限，並認為目前的安排並無損害公司利益。有關詳情已載於本公
司《二零一零年年報》的企業管治報告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採納一套不低於《標準守
則》所規定的標準的行為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問後，本公司確認全體
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完全遵從《標準守則》及其行為守
則規定有關董事的證券交易的標準。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

徐強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徐強先生（董事長）、崔志雄先生及肖殷洪先生；

非執行董事： 王全華先生、羅朝庚先生及孫玉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鈺明先生、周德強先生及潘崇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