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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人均薪酬22万 华夏航空年报有哪些秘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广告

重庆商报讯 3 月 11 日，申通快递发布公
告，阿里巴巴将投资46.6亿元，入股申通快递控
股股东公司。

公告显示，申通快递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书面通知，德殷
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结构拟发生变更。

截至本公告日，德殷投资持有公司合计
822884966 股 股 份 ，占 上 市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53.76%，为公司控股股东。陈德军先生、陈小英
女士合计持有德殷投资100%的股权，为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2019年3月10日，德殷投资及陈德军先生、陈
小英女士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阿里巴巴”或“投资人”）签署了《框架协
议》。实际控制人或德殷投资拟新设两家与德殷投
资处于同一控制下的子公司（“新公司A”和“新公
司B”，合称“新公司”），德殷投资以其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份对新公司出资或转让给新公司，出资或转让
完成后，新公司A将持有公司457709848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9.90%）；新公司B将持有公司
24645914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10%）。实
际控制人、德殷投资拟引入阿里巴巴作为新公司A
的战略投资者：阿里巴巴通过受让实际控制人或德
殷投资持有的新公司A的股权或者向新公司A增
资的方式，获得新公司A49%的股权，阿里巴巴为
此支付的对价为人民币4664978770元。照此计
算，阿里巴巴在这次交易中相当于间接获得了申通
快递约14.651%的股份。

成立于1993年的申通快递是中国成立较早
的民营快递公司，现在是中国领先的快递物流企
业之一，也是阿里巴巴最紧密的物流合作伙伴之
一。这一举措是加快构建四通八达的智能物流
网络的重要进展，距离全国24小时、全球72小时
必达的目标又扎实迈进了一步。

3月9日，华夏航空（002928）发布了2018
年年报，实现营业收入为42.6亿元，同比增长
23.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7 亿元，同比下降 33.87%，每股收益 0.63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86亿元，同比下降48.26%。

华夏航空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0元
（含税），同时利用资本公积金转增5股。

年报显示，2018年华夏航空员工人均薪
酬 22.78 万元，较 2017 年人均薪酬 21.15 万
元，增长7.7%。

燃油和汇兑影响利润

2018 年度，华夏航空机队规模继续较快
速增长，支线航线网络运营进一步扩大，共实
现营业收入42.6亿元，同比增长23.54%。

对于增收不增利的问题，华夏航空表示，
在成本方面，2018年航空燃油价格上升和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两项宏观经济因素对公
司经营效益影响明显。

公司航油的平均单位成本上涨25%，整体
航油成本上升61.74%。航油成本占营业成本
的 比 例 从 上 期 的 25.76% ，同 比 增 加 到
30.83%，对报告期营业成本的增长有明显影
响。

另外，2018年人民币汇率有较大波动，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由2018年 1月2日的
6.5079元下降至12月28日6.8632元，累计贬
值约5.5%。报告期产生汇兑损失3604万元，
而上年同期汇兑收益5578万元，该项财务费

用同比有大幅增长。
华夏航空2018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5.21亿元，较2017年的6.85亿元，下
降23.93%。

人均薪酬连续四年上涨

就2018年薪酬看，华夏航空在册员工数3907
人，2018年发放的薪酬为8.9011亿元，人均薪酬
22.78万元，较2017年的21.15万元，增长7.7%。

就历年薪酬看，华夏航空薪酬水平逐年上
涨。2015年薪酬总额2.653亿元，平均员工数
为1318人，人均薪酬20.13万元；2016年薪酬
总额3.983亿元，平均员工数为1934人，人均
薪酬20.59万元；2017年薪酬总额5.869亿元，
平均员工数为2775人，人均薪酬21.15万元。

华夏航空在2018年的招股书中曾表示，
公司的大部分员工主要分布在贵阳、重庆两
地。由于公司所处的民航运输业对聘用人员
的要求普遍较高，需要给予相应较高的薪酬
水平，公司的薪酬水平明显高于贵州、重庆两
地的社会平均工资。

华龙证券投顾牛阳指出，就华夏航空历年
薪酬占营收比重看，2018 年为 20.89%，2017
年为 17%，2016 年为 15.61%，呈逐年上升态
势，体现了公司规模的扩大和对人才的吸引。

董事长降薪总裁加薪（小标）
2018年华夏航空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胡

晓军税前年薪为123.82万元，较2017年税前
薪酬123.85万元，减少0.03万元。

而华夏航空董事、总裁吴龙江为 111.96
万元，较 2017 年的税前薪酬 105.64 万元，增
加6.32万元，增长5.98%。

其他在职董事、监事、管理层成员，2018年
税前薪酬均未超过66.84万元（含），而2017年
税前薪酬均未超过69.71万元，因此，总体有所
降薪。

华夏航空曾披露，机长及以上级别飞行员
2015 年平均年薪为 133.59 万元，2016 年为
146.48万元，2017年为155.20万元。但2018年
华夏航空年报，未透露机长的2018年平均年薪。

曾炒到49元现回归理性

作为A股支线航空第一股——华夏航空，
2018年 3月 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华夏航空系继春秋航空、吉祥航空之后第
三家民营航空A股。

华夏航空注册地在贵州省贵阳市，主运
营基地为重庆市，总股本现为4.005亿股，其
中首发 4050 万股，发行价 20.64 元/股，募资
8.3592 亿元用于购买 6 架 CRJ900 型飞机及
3台发动机、华夏航空培训中心（学校）项目
（一期）工程。

今年 3 月 8 日，华夏航空报收 19.64 元/
股，低于发行价 20.64 元/股。华龙证券投资
顾问牛阳认为，这在2018年的新股中非常少
见，不过，华夏航空去年股价一度炒到 49.30
元，这是回归理性。

华夏航空动态市盈率为31.47倍，高于春
秋航空（601021）动态市盈率21.53倍、吉祥航
空（603885）动态市盈率15.18 倍，不过，华夏
航空总股本较小，市值只有78.66 亿元（流通
市值26.73元），占据一定优势，而春秋航空总
市值达320亿元（流通市值319亿元）、吉祥航
空230亿元（全流通）。

瑞幸再出新招 买咖啡送现金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宇

3月 11日，瑞幸咖啡在官微与APP中同
时发布了“逐鹿百万大咖”活动，将此前送优
惠券升级为了送现金的形式，活动将持续
10期，预计送出5000万元现金。据悉，在1
月3日举行的2019年战略发布会上，瑞幸咖
啡创始人、CEO钱治亚曾表示，2019年的目
标是新建 2500 家门店，预计年底总数超过
4500家。

此次发布的“逐鹿百万大咖”活动，在保
留“买2送1”优惠券的基础上，每周消费满7
件商品，周末即可瓜分奖金500万，活动将持
续10期，共计5000万。有意思的是，该活动
的规则中明确提出了前 5000 名可瓜分 100
万现金，即每人可提现200元现金，而剩下的
参与者瓜分余下的 400 万。如果成为了前
5000名，按照均价24元来算，购买7件商品
仅需付出168元，低于其付出的成本。

众所周知，瑞幸咖啡携10亿资本入局咖
啡行业后，迅速席卷了中国各大城市，目前已
经成为了中国第二大咖啡连锁品牌。此前的
优惠活动侧重于送券，有“买5赠5”、“买2赠
1”，此外还有各种不同力度的打折券，可谓变
着花样让消费者喝到便宜的咖啡。而此次的
活动，直接提出了要送 5000 万现金给消费
者，与春节期间风靡一时的“集五福”活动有
异曲同工之处，能够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和
消费频率。

据瑞幸咖啡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
年 12月 31日，该品牌在全国23个城市开出
了 2073 家门店，其中有 1897 家实体门店和
176 家外卖厨房。此外，在 2018 年内，瑞幸
累积了 1254 万消费客户，销售了 8968 万杯
咖啡。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唐小堞

这并非阿里首次投资快递公司。2015年 5
月阿里曾联手云锋基金，投资圆通，持股约
11%；2018年 5月，阿里、菜鸟等又联手向中通
快递投资13.8亿美元，持股约占10%。此外，阿
里还投资过百世快递(2010年曾收购汇通)。

成功入股申通快递后，阿里在物流投资方
面已正式集齐中通、圆通、申通，为其智能物流
网络添上了一块重要拼图。

根据此前报道，阿里巴巴、菜鸟智能物流网
络已经吸引了全球3000多家物流企业参与其

中，与中国邮政、俄罗斯邮政、西班牙邮
政等全球主要国家的邮政网络达

成战略合作，与新加坡航
空、阿联酋航空、

空桥航空等

全球主流航空公司建立空运网络深度合作，与
中欧班列、东南亚和澳洲海运专线网络形成了
常态化运输合作。

回顾过去几年里阿里的一系列布局，除了
通过持股或收购的方式深度参与线下实体商
超，也丝毫没有放松在物流赛道上的步伐。

2016年，马云首度提出“新零售”概念，新零
售的核心在于打通线上、线下，其中物流发挥着
重要连接纽带的作用。打通了新零售当中的物
流环节就相当于打通了新零售的任督二脉。

如果阿里仅仅布局线下实体商超，而忽略
了强化物流环节，那么，用户购买商品的方式还
是在两个极端——一个在线上，一个在线下，线
上和线下并未真正融合在一起。而如果将物流
环节打通，并将供需两方的数据进行大数据的
收集，再通过云计算进行深度运算，那么新零售
供需两端的对接效率将会得到提升，最终让用
户和商家都能享受到福利。这或许才是新零售
的本质所在。

新闻纵深

阿里巴巴集齐中通圆通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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