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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厦门空港 600897 厦门机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朱昭 

电话 0592-5706078 

传真 0592-5730699 

电子信箱 600897@iport.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740,154,400.23 3,791,182,723.90 -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46,760,989.39 2,787,257,896.48 2.1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1,224,473.39 275,968,255.35 -5.34 

营业收入 750,705,744.71 673,478,767.96 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9,473,792.91 237,867,408.55 -1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95,529,086.41 229,016,059.03 -14.62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97 8.84 减少1.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698 0.7987 -16.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698 0.7987 -16.1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1,91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8 202,500,000 0 无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外贸信托·锐进

31 期清水源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 

未知 2.42 7,212,774 0 未知 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财富·对冲精英之清

水源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0.93 2,758,781 0 未知 0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精选

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7 2,588,068 0 未知 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未知 0.64 1,900,075 0 未知 0 

鹏华资产－中信证券－鹏

华资产清水源 14 期资产管

理计划 

未知 0.60 1,777,872 0 未知 0 

中海基金－浦发银行－中

海天下 1 号三期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36 1,080,000 0 未知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35 1,060,507 0 未知 0 

上海益同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 
未知 0.30 881,630 0 未知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27 812,349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厦门翔业集团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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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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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是厦门空港双楼运行第一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厦门空港围绕“新起点、新体验、

新超越”这一工作主线，以公司双楼运行为契机，选择精细化、精致化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加强

资源的整合及优化配置，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文机场的打造，从运营管理全流程彰显人文理念，

激发组织活力，逐步积累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2015 年上半年，厦门机场共保障安全飞行 8.89 万架次，比增 3.82%；完成旅客吞吐量 1079.54

万人次（居全国第十一位），比增 4.96%；完成货邮吞吐量 15.30 万吨，比增 1.29%。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75,070.57 万元，比增 11.4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9,947.38 万元，下降 16.14%，

主要是双楼运行带来成本费用大幅增加所致。公司资产状况良好，无对外担保事宜。上半年厦门

机场飞行事故、航空地面事故、空防安全事故为 0；机场责任原因鸟击航空器事件发生率为 0，连

续保持了安全平稳的运行态势。 

报告期内，厦门空港按照“新起点、新体验、新超越”的基本思路，围绕人文机场的主题定

位，深入挖掘体验触点和展示载体，于细节处彰显人文内涵和人文关怀，为客户持续创造差异化

体验价值；推进容量评估和工程建设，提升保障能力；着手打造机场商圈，延展商业派生价值；

围绕核心竞争力的构建要素，持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和能力建设，加大发展的智慧含量；立足深

度开发流量及其价值，全面推行精益管理，优化业务流程及资源配置，挖掘和创造利润增长点。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50,705,744.71 673,478,767.96 11.47 

营业成本 437,209,758.32 308,707,838.30 41.63 

管理费用 29,537,809.34 38,179,013.56 -22.63 

财务费用 -2,309,217.69 -7,156,616.19 67.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224,473.39 275,968,255.35 -5.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902,287.83 -469,072,937.76 75.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080,519.17 55,985,500.00 -393.08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公司前期无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收入 75,070.57 万元，营业成本 43,720.98 万元，符合 2015 年计划目标：

营业收入 15 亿元，营业成本控制在 9 亿元。 

 

(4) 其他 

1） 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占资产比重%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占资产比重% 

货币资金 207,536,856.41 5.55 448,295,190.02 11.82 

应收账款 255,986,647.11 6.84 186,430,583.97 4.92 

预付款项 823,871.84 0.02 2,219,057.15 0.06 

应收利息 274,623.29 0.01 1,616,466.86 0.04 

其他应收款 19,214,657.92 0.51 14,539,292.32 0.38 

其他流动资产 280,000,000.00 7.49 102,306,754.06 2.70 

在建工程 13,668,571.57 0.37 19,967,999.72 0.53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36,086.67 0.11 12,152,962.74 0.32 

预收款项 4,144,789.64 0.11 3,139,169.72 0.08 

应交税费 47,820,941.60 1.28 36,964,338.97 0.98 

应付股利   24,109,819.17 0.64 

变动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减少主要为支付 T4 候机楼相关工程、设备款后货币资金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为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预付款项：减少主要为本期末预付采购款项较少所致。 

应收利息：减少主要为银行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为其他经营往来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为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减少主要为工程项目完工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主要为设备预付款结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预收款项：增加主要为预收的营业收入款项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增加主要为计提本年度企业所得税所致。 

应付股利：减少主要为期初应付股利已支付所致。 

 

2）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营业成本 437,209,758.32 308,707,838.30 41.63 

管理费用 29,537,809.34 38,179,013.56 -22.63 



财务费用 -2,309,217.69 -7,156,616.19 -67.73 

投资收益 4,664,509.43 10,393,194.42 -55.12 

变动情况说明： 

营业成本：增加主要为 2014 年底 T4 候机楼启用，双楼运行成本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减少主要为部分成本费用归集调整所致。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为银行存款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减少主要为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同比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731,000,000.00 1,746,000,000.00 -58.13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3,403,424.66 9,416,876.72 -63.8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64,453,800.36 117,617,485.43 39.82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690,000,000.00 2,110,000,000.00 -67.30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90,000,000.00 -100.00 

变动情况说明：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为上年同期收回较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为上年同期较多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为本期支付较多 T4 候机楼相关

工程、设备尾款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为上年同期购买较多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为上年同期候机楼投资子公司取得投资款所致。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航空业务收入  455,749,790.06 327,545,593.32 28.13 5.02 42.16  减少 18.77 个百分点  

租赁及特许权收入  212,541,534.16 55,651,460.22 73.82 38.14 47.61 减少 1.68 个百分点 

货站及货服业务 43,164,877.94 23,537,928.33 45.47 1.76 38.20  减少 14.38 个百分点  

地勤业务 10,023,056.07 8,609,311.56 14.10 -25.45 -4.79  减少 18.63 个百分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福建地区 750,705,744.71 11.47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近年来，公司一直围绕"做精航空业务，打造最具经济性和较强竞争力的区域性航空枢纽，迈

向国际最佳机场"的战略目标努力开展工作，实现厦门机场航线网络布局完善，在海西地区机场中

稳居龙头。随着航空业务量持续稳步增长，公司通过推进容量评估和工程建设提升保障能力、打

造人文机场创造客户体验价值、推动精益管理强化资源整合、加快能力建设提升组织智商、塑造

良性企业文化提升品牌形象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核心竞争力。 

2015 年，公司在董事会领导下，按照“新起点、新体验、新超越”的基本思路，持续做好航

空生产安全运行管理工作，围绕人文机场的差异化发展定位，选择精细化、精致化的内涵式发展

道路，优化运行模式，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运营管理全流程彰显人文理念，为客户创造差异化

体验价值，以差异化产品定位及独特的客户体验价值来形成核心竞争能力，继续保持行业的领先

优势。在航空业务上，持续开展航线营销，开辟新的航线、航点，着力推动国际航线、货运航线

发展，完善厦门空港航线布局。在非航空业务方面着力科技手段应用，持续开发差异化服务产品，

着手打造机场商圈，延展商业派生价值，全力打造人文机场，持续创造客户体验价值。总体上，

公司在业务发展、旅客服务、资源整合、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了竞争力的提升，保持了公司

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5 年公司将根据中期发展战略，立足 T4 启用新起点，围绕人文机场建设，以体制机制创

新为保障，以精益管理为手段，以创造差异化体验价值为目标，提升流量价值开发能力，提升资

源整合及配置能力，提升知识管理和运用能力，为客户创造新体验，实现经营管理新超越。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公司报告期内未持有及买卖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企业股权。 

 

(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名称 
委托理财 

金额 

委托理财 

起始日期 

委托理财 

终止日期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实际获得 

收益 

是否经

过法定

程序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

否

涉

诉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 

100,000,000.00 2014.11.26  2015.02.25 100,000,000.00 1,109,589.04 是 否 否 

中国建设银行厦

门自贸试验区航

空港支行 

100,000,000.00 2015.01.21  2015.05.19 100,000,000.00 1,584,109.59 是 否 否 

中国建设银行厦

门自贸试验区航

空港支行 

50,000,000.00 2015.03.12  2015.04.16 50,000,000.00 226,849.32 是 否 否 

中国建设银行厦

门自贸试验区航

空港支行 

50,000,000.00 2015.04.27  2015.06.11 50,000,000.00 302,054.79 是 否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 

50,000,000.00 2015.05.11  2015.06.11 50,000,000.00 180,821.92 是 否 否 

中国建设银行厦

门自贸试验区航

空港支行 

100,000,000.00 2015.03.06  2015.09.04   是 否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 

100,000,000.00 2015.05.22  2015.11.17   是 否 否 

中国建设银行厦

门自贸试验区航

空港支行 

30,000,000.00 2015.06.30  2015.12.30   是 否 否 

中国建设银行厦

门自贸试验区航

空港支行 

50,000,000.00 2015.06.10  2015.12.28   是 否 否 

合计 630,000,000.00 / / 350,000,000.00 3,403,424.66 / / / 

 

(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注册资

本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元翔空运货站（厦

门）有限公司 
22,448 58% 

从事航空货物装卸、搬运、分拣、

计量、包装、理货、仓储、短途

陆路运输业务和航空货运有关

单证制作及航空货运信息咨询、

查证服务业务，航空运输业务相

关的仓储设施建设、经营等 

38,946.26 2,310.37 487.99 

元翔空运货服（厦

门）有限公司 
1,400 58% 

（1）航空货物仓储；（2）办公

场所租赁 
8,362.53 1,096.66 752.53 

元翔地勤服务（厦

门）有限公司 
2,000 100% 

1、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

湾地区航线外的航空客运销售

代理业务（有效期至 2011 年 3

月 6 日）；2、国际航线或者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航空客运

销售代理业务（有效期至 2010

年 4 月 26 日）；3、代理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货运险（有效期至

2011 年 5 月 27 日）；4、组织国

内航空旅客包机业务；5、提供

商务咨询、翻译服务；6、提供

航班生产保障的特种车辆与设

备服务；7、提供航空货物、邮

件、行李的装卸、行李分拣和集

装设备管理服务；8、飞机客舱

清洁、清水、污水、航空垃圾的

处理服务；9、机坪卫生清洁服

务。 

23,207.63   

厦门机场候机楼投

资有限公司 
20,000 100% 

候机楼投资开发、资产管理、物

业管理 
132,862.27 4,920.00 1,876.29 

元翔机务工程（福

建）有限公司 
800 55% 

（1）航空器地面一般勤务；（2）

航空器过站、航行前、航行后例

行检查；（3）航空器非例行检查；

（4）航空器材的供应与管理；

（5）航空器清洁；（6）航空器

维修资料及地面专用工具设备、

场地的提供。 

8,671.87 3,471.82 584.18 

厦门民航凯亚有限 2,000 20.50 计算机软、硬件工程项目的承 7,552.39 3,385.55 615.16 



公司 % 包；计算机软件、硬件、外设、

网络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

销售、租赁及与上述业务有关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注：本公司根据《公司法》和《厦门空港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合

并基准日与元翔地勤服务（厦门）有限公司进行合并。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 元翔地

勤服务（厦门）有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将被注销。截止本报告日，吸收合并元翔地勤服务（厦

门）有限公司的事项尚在办理中。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四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4.1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根据 2015 年 04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研究，2014 年公司利润分配预

案建议为：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9781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4.7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共计 139,970,700.00 元。公司 2014 年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2015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完成利润分配。 

 

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5.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 

 

5.2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5.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5.4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