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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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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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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8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研究，2020年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建议

为：以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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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共计 51,521,130.00元。公司 2020年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利

润分配预案须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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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海颖 洪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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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92-5706078 0592-570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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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为国内外航空运输企业及旅客提供地面保障服务；出租和管理候机楼内航



空营业场所、商业场所和办公场所；商务信息咨询；旅客票务代理；其他航空运输辅助活动；装

卸搬运；国内货运代理；其他未列明运输代理业务；其他仓储业；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 

公司目前经营业务主要分为航空性业务和非航空性业务，航空性业务指与飞机、旅客及货物

服务直接关联的基础性业务，包括航空业务收入、货站货服收入、地勤业务收入等；其余类似延

伸的商业、办公室租赁、值机柜台出租、停车场业务等都属于非航空性业务。目前航空性业务收

费如起降费、停场费、客桥费、旅客服务费及安检费等收费标准基准价及浮动幅度按照民航发

[2007]159 号《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民航发[2013]3 号《关于调整内地航

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的通知》、民航发[2017]18 号《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

准调整方案的通知》以及民航函[2020]145 号《民航局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关支持政策的

通知》等文件执行；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如头等舱和公务舱休息室出租、（航站楼内）办公室租

赁、商业租赁、售补票柜台出租、值机柜台出租等收费标准基准价及浮动幅度按照民航发[2007]159

号《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及民航发[2017]18 号《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

费标准调整方案的通知》等执行市场调节价。 

公司是从事航空运输地面服务及其他相关业务的交通运输行业服务性企业，提供的产品主要

为服务，包括为航空器安全高效营运提供各类设施及服务，为航空运输企业、进出港和转港旅客

及货物货主提供便捷和舒适的设施使用、过港服务和地面运输服务；经营和出租机场内货站、办

公场所、商业场所，为承租者和运营商提供合理的资源定价和规范的管理服务等。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民航业带来巨大冲击，行业受疫情影响严重，中国民航

客运运输市场需求萎缩，旅客出行意愿大幅下降。2020 年我国机场主要生产指标出现较大幅度下

滑：全年旅客吞吐量 85715.9 万人次，较上年下降 36.6%；完成货邮吞吐量 1607.5 万吨，较上年

下降 6%；完成飞机起降 904.9 万架次，较上年下降 22.4%。目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在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

体向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于预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把好疫情防控的前沿关口并维护公司正常的运输生产秩序，公司 2020

年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大力开展复工复产复商、挖潜增

效、降本节耗、精益管理等各项工作举措，保持了公司的安全运行及运输生产的逐步恢复。2020

年厦门空港飞机起降架次列居全国第 16 位，旅客吞吐量列居全国第 14 位，货邮吞吐量列居第 13

位，在海西地区机场中稳居龙头。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734,924,767.19 4,556,114,871.40 3.92 4,627,588,345.60 

营业收入 1,225,197,599.23 1,785,330,954.35 -31.37 1,777,155,707.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1,395,194.05 518,327,930.54 -66.93 505,655,028.7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7,511,367.15 492,440,476.24 -72.08 490,961,264.9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749,553,259.50 3,735,892,728.73 0.37 3,600,705,026.8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3,182,632.72 732,836,621.21 -35.43 857,528,350.7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755 1.7405 -66.93 1.697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755 1.7405 -66.93 1.697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58 14.13 减少9.55个百分

点 

14.4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35,838,791.60 244,770,679.57 354,170,751.68 390,417,37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9,369.72 11,181,929.51 85,688,375.72 71,485,51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4,399,712.51 2,121,717.64 73,127,153.92 66,662,208.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539,767.66 58,244,401.58 138,295,540.08 210,102,923.4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7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331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

司 

0 202,500,000 68.00 0 无 0 国有

法人 

阿拉丁航空有限公司   3,800,000 3,800,000 1.28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004,688 3,524,172 1.18   未知   未知 

王文峰 2,901,000 2,901,000 0.97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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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92 2,835,387 0.95   未知   未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团体分红 

0 1,400,000 0.47   未知   未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2,395,362 1,187,724 0.40   未知   未知 

邓美真 130,000 1,100,000 0.37   未知   未知 

应学品   -110,300 1,080,000 0.36   未知   未知 

杨甲民   900,089 900,089 0.3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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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度，厦门空港生产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 
飞机起降（架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万吨） 

本年累计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总计 139827  -27.52% 1671.02  -39.04% 27.83  -15.79% 

国内 132052  -22.47% 1627.12  -34.56% 21.01  -19.10% 

地区 3255  -56.54% 19.97  -82.03% 4.37  -11.64% 

国际 5969  -71.45% 43.90  -82.77% 6.82  -3.63%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25 亿元，比降 31.37%，公司各项收入与飞行起降架次和旅客吞

吐量、货邮吞吐量密切相关。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生产指标数据下跌明显，虽

导致航空性收入、租赁收入等非航空性收入大幅下降，但仍取得正向收益（因存在其他形式的飞

行，所以部分项目分项数字之和与总计数存在差异）。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十一节、五、38。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

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同负债 17,898,884.27 元、

预收款项 18,972,852.00 元、其他流动负债 1,073,967.73 元。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同负债 17,898,884.27 元、预收款项 18,972,852.00 元、其他流动负债 1,073,967.73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范围包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元翔空运货站（厦门）有限公司、元翔空运货服（厦门）

有限公司、元翔机务工程（福建）有限公司、厦门机场候机楼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合并范围详

见十一节、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动详见十一节、八、合并范围

的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