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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 2019年 4月 24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研究，2018年公司利润分配预

案建议为：以 2018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29,781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2.80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共计 381,196,800.00 元。公司 2018年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本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2019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9

年 6月 28日完成利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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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昭 洪晓新 

电话 0592-5706078 0592-5706078 

办公地址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楼（高崎南三路9

号T4候机楼一楼东侧办公区）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楼（高崎南三路9

号T4候机楼一楼东侧办公区） 

电子信箱 600897@iport.com.cn 600897@iport.com.c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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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0,089,055.95 4,627,588,345.60 -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479,678,008.16 3,600,705,026.89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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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35,576.46 354,748,704.79 -1.33 

营业收入 896,942,192.80 875,234,858.98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0,169,781.27 251,088,186.18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1,586,187.99 242,446,857.33 3.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09 7.21 减少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736 0.8431 3.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736 0.8431 3.6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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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64 7,87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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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56 4,635,316   未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其他 1.27 3,784,855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沪深 300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2,708,642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1 2,418,638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2,018,700   未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 1105组合 

其他 0.61 1,820,605   未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其他 0.47 1,400,000   未知   

应学品 其他 0.40 1,1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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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强化政治引领，在上级党委和公司董事

会的领导下，确定“聚焦品质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年度工作主题，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以品质发展为主线，以人文机场和新技术应用作为创新发展的抓手，对本场运营的资源进行评估，

系统优化航线、机型、时刻、机位、航站楼等布局、结构和能力，把“致力于将厦门机场打造成

为国内机场运营的标杆机场”作为年度及未来空港发展的总体目标。今年上半年，公司沉着应对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诸多挑战，聚精会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实现了安全运行平稳可控、服

务品质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准确把握国内外、地区和行业发展趋势，以更高效、更经济、更

具前瞻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公司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走精致化、精细化、品牌化的内

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厦门机场的持续安全和品质发展。 

1、生产指标受经济大环境影响互有增减。2019年 1-6月，厦门机场保障安全飞行 9.63万架

次，比增 0.48%，其中运输起降架 9.54万次，比增 0.55%；累计旅客吞吐量 1,357.13万人次，比

增 4.64%；累计货邮吞吐量 15.78万吨，比降 7.40%。上半年境外旅客 182.86万人次，比降 1.48%(其

中国际旅客 123.64万人次，比增 4.17%）。 

2、保持安全运行。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民航安全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及民航局制定的



26条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安全工作的政治站位和工作站位，始终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在机

场单跑道超饱和运行条件下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处理好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保持

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通过加强“三基”建设、加强队伍作风和能力建设，强化安全主体责任，加

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进一步完善风险防控体系，优化监管工作机制，重点关注安全体系、监管

体系、安全管理、风险管理、新技术应用、能力管理六个方面，破解安全及发展瓶颈，努力实现

厦门机场的持续安全和平稳发展；在 2019 年 CAPSE 机场服务峰会上，厦门机场第六次蝉 CAPSE

“2018年度最佳机场服务奖”，同时还获评“2018年最佳机场安检奖”的最佳单项奖。 

3、持续提升客户体验价值。以鼓浪屿申遗成功为契机，凝练厦门历史及城市文化底蕴，进行

多样化景观提升并强化互动主题，打造最具人文特色城市名片；精雕细琢，以差异化客户体验打

造一流服务；围绕人文机场内涵打造独具特色的“闽南风”和“海洋风”，持续提升客户体验价值。 

4、门户枢纽建设顺利推进。2019年上半年境外旅客吞吐量 182.86万人次。上半年累计与 125

个境内外城市通航，其中国内 102个(含地区 4个)，国际 23个（2个货机通航点）；累计开通 184

条境内外航线，国内 158条（其中地区 6条）、国际 26条。2019年上半年新增航点：乌兰浩特、

承德、克拉玛依、岳阳、汉中、临汾 

5、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受益于业务量增长等影响，2019 年 1-6 月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97

亿元，比增 2.4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6 亿元，比增 3.62%。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