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897                                              公司简称：厦门空港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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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565,926.33 3,933,569,888.62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115,325,135.12 3,015,272,253.70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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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772,740.93 261,224,473.39 21.26 

营业收入 743,432,458.57 750,705,744.71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3,220,681.42 199,473,792.91 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8,514,401.95 195,529,086.41 6.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87 6.97 减少0.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160 0.6698 6.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160 0.6698 6.90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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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 202,500,000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未知 2.06 6,124,108 0 未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 

未知 1.69 5,039,844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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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4,899,116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53 4,566,691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33 3,964,332 0 未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

红 

未知 0.47 1,400,000 0 未知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保险产品 
未知 0.44 1,299,853 0 未知 

  

申万菱信资产－工商银行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22 670,000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未知 0.22 643,1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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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元翔厦门空港将围绕“战略引领，创新驱动，凸显人文，锻造

能力”这一工作主线，以机制、模式及工具创新为保障，坚持精细化、精致化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深度挖掘资源潜力，突出人文机场建设，进一步锻造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组织智商，逐步积累和

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2016年上半年，厦门机场共保障安全飞行 8.95万架次，比增 2.18%；完成旅客吞吐量 1,107.01

万人次（居全国第十一位），比增 2.55%；完成货邮吞吐量 15.74万吨，比增 2.86%。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74,343.25万元，下降-0.9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1,322.07 万元，比增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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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发生率为 0，持续保持了安全平稳的运行态势。 

报告期内，我司多维凸显厦门机场主题鲜明、价值彰显、体验友善的“闽南海洋文化”特质，

持续提升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稳步提升。2016年上半年在民航资源网测评中获评机场服务最佳

机场。门户枢纽机场建设成果显著，2016年上半年新增墨尔本等洲际航线，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

比增 18.21%，国际航线货邮吞吐量比增 33.85%，远高于行业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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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432,458.57 750,705,744.71 -0.97 

营业成本 413,099,736.50 437,209,758.32 -5.51 

管理费用 28,080,794.42 29,537,809.34 -4.93 

财务费用 -1,045,371.57 -2,309,217.69 54.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772,740.93 261,224,473.39 21.2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1,111,670.09 -116,902,287.83 -602.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681,041.68 -164,080,519.17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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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43.25万元，营业成本 41,309.97万元，符合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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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占资产比

重%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占资产比重% 

货币资金     159,663,156.76 3.95  792,683,127.60 20.15 

预付款项     1,546,493.43 0.04  1,077,320.46 0.03 

其他应收款  19,180,756.10 0.47  11,271,507.93 0.29 

其他流动资产 775,000,000.00 19.18 4,016,182.67 0.10 

在建工程 23,102,098.50 0.57 9,227,200.39 0.23 

应交税费 50,183,455.81 1.24  31,808,323.81 0.81 

应付股利   15,513,241.68 0.39 

变动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减少主要是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所致。 

预付款项：增加主要是本期末预付采购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是其他经营往来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增加主要是本期续建和新增工程项目进度款所致。 

应交税费：增加主要是计提本期企业所得税所致。 

应付股利：减少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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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财务费用         -1,045,371.57  -2,309,217.69       -54.73 

资产减值损失   1,854,192.55   2,701,620.38          -31.37 

投资收益   2,109,268.50    4,664,509.43         -54.78 

营业外收入        5,109,734.82 3,029,466.56            68.67 

营业外支出 124,430.48   34,999.00           255.53 

变动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本期银行存款闲置资金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主要是本期核销通里萨航空、河南航空应收账款所致。 

投资收益：减少主要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所致。 

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本期罚没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3） 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267,643.90  56,925,506.27 -66.1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928,552.95 46,208,041.53  -69.86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75,000,000.00  731,000,000.00  -62.38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740,061.64 3,403,424.66 -48.8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5,100.00  2,981,688.87 -98.8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48,208,877.52 164,453,800.36 -70.69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050,000,000.00 690,000,000.00  52.17 



变动情况说明：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是上年同期取得较多保证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是上年同期退回较多保证金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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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主要是本期较多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较多 T4 候机楼

相关工程、设备尾款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是本期购买较多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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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735,068.60 296,550,347.58 36.19 1.97 -9.46 增加 8.06 个百分点 

租赁及特许权收入 189,894,210.03 57,826,584.95 69.55 -10.66 3.91 减少 4.27 个百分点 

货站及货服业务 47,538,061.66 26,201,073.37 44.88 10.13 11.31 减少 0.59 个百分点 

地勤业务 11,564,465.67 9,722,934.72 15.92 15.38 12.94 增加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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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432,458.57 减少 0.97 个百分点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立足“构建面向东南亚、东北亚及港澳台，辐射欧美澳航线网络，打造海峡西岸经济区

航线最丰富、中转最便捷、最具人文体验的区域性航空枢纽”的战略目标，着力提升枢纽运行品

质，通过人文机场建设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2016年，公司在董事会领导下，按照“战略引领，创新驱动，凸显人文，锻造能力”这一工

作主线，持续完善安全管理机制，做好生产安全运行管理工作，以机制、模式及工具创新为保障，

系统打造人文机场创造差异化价值体验。航空业务方面，紧抓民航“十三五”规划国际航线扶持

政策这一利好条件，持续开展航线营销，开辟新的航线、航点，推动国际航线、货运航线发展，

完善厦门机场航线网络布局。非航业务方面，深度开发流量价值，通过提升平台营销及商业管理

水平，强化候机楼商业业态或模式的创新和转变。总体上，公司在业务拓展、服务品质、品牌塑

造、资源调配、基础建设等方面持续强化核心竞争力，保持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6年公司将根据中期发展战略，围绕人文机场建设，继续加强安全管理、提升服务品质、

创造差异化价值体验、提升资源转化能力、引领体制机制变革、践行精益管理，成为独具品牌魅

力的最佳机场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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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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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大银行

厦门思明支行 
300,000,000.00 2016.01.18 2016.07.18                      是 否 否 

中国光大银行

厦门思明支行 
120,000,000.00 2016.01.18 2016.07.18                             是 否 否 

中国光大银行

厦门思明支行 
20,000,000.00 2016.01.22 2016.04.22 20,000,000.00 152,500.00 是 否 否 

中国光大银行

厦门思明支行 
120,000,000.00 2016.01.22 2016.07.22                          是 否 否 

中国建设银行

厦门自贸试验

区航空港支行 

700,000,000.00 2016.01.26 2016.05.12 70,000,000.00 658,206.25 是 否 否 

中国建设银行

厦门自贸试验

区航空港支行 

20,000,000.00 2016.02.03 2016.05.03 20,000,000.00 162,739.73 是 否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厦门分行 
90,000,000.00 2016.03.07 2016.06.05 90,000,000.00 665,753.42 是 否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厦门分行 
25,000,000.00 2016.04.22 2016.05.20 25,000,000.00 57,896.09 是 否 否 

招商银行厦门

镇海支行 
100,000,000.00 2016.05.18 2016.08.10                        是 否 否 

招商银行厦门

镇海支行 
5,000,000.00 2016.05.18 2016.08.10                         是 否 否 



招商银行厦门

镇海支行 
60,000,000.00 2016.05.18 2016.08.10                       是 否 否 

招商银行厦门

镇海支行 
70,000,000.00 2016.06.27 2016.08.08                    是 否 否 

合计 1,630,000,000.00 / / 225,000,000.00 1,697,095.4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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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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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71.94 2,493.42 4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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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5.77 1,324.29 8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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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2.86 3,500.14 415.03 

厦门机场候

机楼投资有
20,000 100% 

候机楼投资开发、资产

管理、物业管理 
130,285.37   4,841.90   1,859.73 



限公司 

厦门民航凯

亚有限公司 
2,000 20.50% 

计算机软、硬件工程项

目的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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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4.23 3,746.00     874.96 

福建兆翔机

场建设有限

公司 

250 25% 

港口及航运设施工程

建筑；其他航空运输辅

助活动；物业管理 

  1,403.46 
           

   
   -5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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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4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研究，2015 年公司利润分配预

案建议为：以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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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共计 113,167,800.00元。公司 2015年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2016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6 年 6

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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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