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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汪晓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傅颖南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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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8,623,702.82 4,556,114,871.40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677,008,403.96 3,735,892,728.73 -1.5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3,079,709.32 532,938,949.32 -50.6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34,780,222.85 1,340,368,560.62 -3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6,870,305.23 397,682,005.52 -7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0,849,159.05 379,972,539.57 -8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2.61 10.96 减少 8.3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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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53 1.3354 -75.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53 1.3354 -75.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726.8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502,205.54 11,916,510.0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

投资收益 

9,115,656.53 26,919,045.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466,724.76 454,677.6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91,500.90 -3,445,983.55  

所得税影响额 -3,537,784.33 -9,822,376.58  

合计 9,521,852.08 26,021,1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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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18,41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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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称）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500,000 68.00 0 无  国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41,750 1.69  

未知 

 其他 

阿拉丁航空有限公司 3,800,000 1.28  未知  其他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3,583,086 1.20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62,863 0.99  未知  其他 

王文峰 2,900,900 0.97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2,835,387 0.95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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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7,311 0.75  

未知 

 其他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团

体分红 

1,400,000 0.47  

未知 

 其他 

应学品 1,190,300 0.4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5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5,041,750 

人民币普通股 

5,041,750 

阿拉丁航空有限公司 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 

3,583,086 

人民币普通股 

3,583,08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62,863 人民币普通股 2,962,863 

王文峰 2,90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90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2,835,387 

人民币普通股 

2,83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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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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7,311 

人民币普通股 

2,227,31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

红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应学品 1,19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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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年同期期末数 

上年同

期期末

数占总

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年同期期

末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990,812,794.56 21.45        

其他应收款 20,327,160.84 0.44 11,823,644.24 0.27 71.92  

其他流动资产 - 0 581,132,000.03 13.08 -1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16,314.02 0.03 5,249,167.09 0.12 -69.21  

应付票据 93,768,926.77 2.03 -      

预收款项 52,527,750.97 1.14 32,134,633.44 0.72 63.46  

应交税费 40,119,793.95 0.87 68,229,349.77 1.54 -41.2  

递延收益 12,011,273.54 0.26 18,144,602.84 0.41 -33.8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主要是本期执行新金融准则，原划分为其他流动资产的理财产品，本期划

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同时本期购买较多理财产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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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主要是本期执行新金融准则，原划分为其他流动资产的理财产品，本期划分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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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工程项目、设备类预付款所致； 

应付票据：增加主要是本期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款所致； 

预收款项：增加主要是本期预收客户服务费用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本期应交所得税减少所致； 

递延收益：减少主要是逐月摊销金砖会晤财政补贴所致。 

 

 

2、利润及分配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834,780,222.85 1,340,368,560.62 -505,588,337.77  -37.72 

税金及附加 19,569,861.02 35,451,397.99  -15,881,536.97  -44.80 

其他收益 11,916,510.09 7,557,650.80    4,358,859.29  57.67 

所得税费用 37,389,436.98 136,302,878.43  -98,913,441.45  -72.57 

营业收入：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航空性生产指标下降及对因疫情致经营困难的航站楼商户给

予租金减免优惠所致； 

税金及附加：减少主要是本期因减免租金，缴纳房产税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增加主要是增值税加计扣除增加和其他政府补助所致； 

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69,185,804.07 1,315,137,457.83 -445,951,653.76  -33.9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9,204,424.01 270,251,862.51 -151,047,438.50  -55.89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64,000,000.00 1,337,086,133.33  626,913,866.67  46.89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9,077,218.57 197,314,815.88 -168,237,597.31  -85.26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00 1,282,000,000.00  718,000,000.00  56.01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55,754,630.00 414,991,542.75 -259,236,912.75  -62.47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是收入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主要是本期支付房产税及企业所得税较少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回较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是上期付 T4候机楼结算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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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是本期支付分红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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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净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影响的程度和时间暂无法

预测。 

 

 

                                                              

公司名称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昭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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