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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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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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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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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港股份 60046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彦明 柳彬 

电话 010-80489305 010-80489305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裕

民大街甲6号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裕

民大街甲6号 

电子信箱 yanm_liu@163.com kg600463@163.com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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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7,754,134.01 3,193,858,588.48 -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69,509,161.70 1,246,255,602.18 1.8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84,339,569.39 330,252,801.75 4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62,199.52 -20,712,754.6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495,168.01 -31,239,502.0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014,708.72 -93,241,027.78 -4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1.6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5 -0.06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5 -0.069 不适用  



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36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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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32 147,946,207 0 无 0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00 48,000,000 0 无 0 

周宇光 境内自然人 2.22 6,648,302 0 无 0 

北京顺鑫智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7 2,012,176 0 无 0 

北京临空兴融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0 1,791,912 0 无 0 

李东清 境内自然人 0.45 1,344,200 0 无 0 

尚雨光 境内自然人 0.33 984,585 0 无 0 

罗楚珠 境内自然人 0.31 939,9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数据挖掘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0 888,500 0 无 0 

孙晓光 境内自然人 0.28 851,53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临空兴融投资有限公

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

司所属全资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关系。公

司未知其余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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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四、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积极推动公司各项业务稳步、有序开展，并严格控制成

本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影响。实现营业收入 48,433.96 万元，同比上升 46.66%；实现利润总额

2,649.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660.81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6.22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4,727.50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01,775.41 万元，比年初下降 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 126,950.92 万元，比年初上升 1.87%。 

（一）贯彻落实内控体系，确保内控体系有效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以内控成果实施为重心，严格按照内控规范制度及流程要求，对工作流程及

工作方式进行梳理、优化，促进内控体系行之有效。公司制定《2021 年上半年内控执行情况测试

预案》，并深入公司各部门及各分子公司，对内控体系执行情况进行测试。通过测试，公司在实施

重大事项前决策、审批手续的办理，关联交易的管理，报批事项的审批效率都有了很大提高，内

控成果的实施，确实起到了指导工作、理顺关系、提高效率、防范风险的作用。 

（二）扎实推进主营业务开展 

1.房地产开发业务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本部开发建设的 MAX 空港研发创新园 A 区项目(建筑面积约 5.1 万平方

米)完成施工许可证申领，正在进行开工准备工作；MAX 空港研发创新园 B 区项目(建筑面积约

2.39 万平方米)已完成施工，正在积极准备竣工验收相关手续。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全资子公司

天瑞置业累计出租空港融慧园内楼宇 13 栋，共计 57,399.22 平方米；继续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委员会顺义分局沟通，完善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孙各庄村村南土地、房产的处置方案。

公司控股孙公司北京诺丁山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临空信息产业园项目一期(建筑面积约 1.78

万平方米)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二期项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公司参股公司北京金隅空港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第 22 街区 SY00-0022-6015R2 二类居住、

SY00-0022-6016A33 基础教育用地项目(建筑面积约 17.4 万平方米)其中 1300套共有产权房全部售

罄，住户已经入住，公服配套设施已经全部移交完毕，下一步参股公司北京金隅空港开发有限公

司将对项目剩余自持商业和全部半地下库房进行出租运营。公司参股公司北京电子城空港有限公

司参与建设的“广电产业、军事通信产业、高科技产业创新产业园”项目，项目一期(建筑面积约

3.2 万平方米)已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取得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正在办理产权证明，项目二期规划



方案经调整后，正处于报批阶段。 

报告期内，天瑞置业实现营业收入 2,563.8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268.43万元，净利润-11.17

万元，亏损额度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268.19 万元。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同期根据《北

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0〕7 号）及市级、区级文件精神，为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符合条

件、标准的承租企业租金予以减免，导致租金收入减少，本期正常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对即将竣工验收的项目的市场招商推介力度，以尽快实现资金回流。 

2.建筑施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建筑实现开复工总面积约 131.91 万平方米。相关资质方面，

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电

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劳务

分包、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等多项资质，涵盖多个领域，业务资质体系日趋完善。 

对于建筑工程业务，公司不断优化业务模式，严把质量和安全关，推行项目承包经营责任制，

各建筑分公司成本、财务独立核算，从工程承建到工程款催缴均各负其责，使得经营决策效率不

断提高。此外，天源建筑推广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如铝模板支撑系统、FS 现

浇混凝土免拆保温模板系统等、筑粒混凝土技术、快刻石膏粉刷技术、绿色装配式。已申请研发

实用新型专利共计 26 项，并申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天源建筑依托主营业务多元化发展，在

主营业务建筑施工的基础上成立专业分公司：装饰分公司、消防智力运维分公司、供热与制冷智

力运维分公司、新材料与环保科技分公司、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两座，辐射顺义全区。 

报告期内，天源建筑实现营业收入 38,827.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14,916.28 万元，净利

润-572.2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约 522.28 万元，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同期业务受

新冠疫情影响较大，本期基本恢复正常。 

3.物业租赁与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升园区软硬环境建设水平的同时，不断壮大公司市场营销部人员配置，

加强对区域投资性房地产租售情况的调研、分析，根据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不同类型及所在区域，

研究制定符合市场的招商方案，持续加大对即将竣工项目的市场招商推介力度。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自持物业可出租面积约 21.43 万平方米(不含天瑞置业开发的空港企业园

项目)，出租率约 85.5%。全资子公司天地物业物业管理面积约为 21 万平方米。 

报告期内，公司自持物业的出租和物业管理业务实现收入 6,362.3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2,185.18 万元，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同期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0〕7 号）

及市级、区级文件精神，为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符合条件、标准的承租企业租金予以减免，

导致租金收入减少，本期正常经营。 

（三）以主业为中心，拓展投资业务 

公司新的发展战略定位为“现代临空产业地产综合运营开发商，科技创新企业投资服务商”，

在继续做好现代临空产业地产综合运营开发商原有业务的同时，公司通过参与投资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等方式积极拓展投资业务，旨在了解、获得新的产业、项目资源，逐渐形成原有传统业务的

有力补充，发挥协同效应，加快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公司已参与投资包括云鼎基金、潍坊高精尖基金等私募股权投资项目及伟光汇通旅游产业、

哈工大研究院等股权投资项目，公司积极行使出资人权利，定期、全面做好投资项目的投后管理

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业务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约 970.75 万元。 

 

第四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志齐  

  

2021年 8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