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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97               股票简称：厦门空港               公告编号：2022-019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本公司 指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翔业集团 指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 

元翔集团 指 元翔国际航空港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食品集团 指 厦门佰翔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兆翔科技 指 厦门兆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兆翔置业 指 福建兆翔临港置业有限公司 

佰翔酒店集团 指 厦门佰翔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花园 指 厦门空港佰翔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兆翔物业 指 厦门兆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佰翔传媒 指 福建佰翔传媒有限公司 

旅游传媒 指 福建海峡旅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万翔网商 指 厦门万翔网络商务有限公司 

万翔现代 指 福建万翔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武夷山快线 指 元翔（武夷山）空港快线有限公司 

机场建设 指 福建兆翔机场建设有限公司 

民航凯亚 指 厦门民航凯亚有限公司 

佰翔空厨 指 厦门佰翔空厨食品有限公司 

兆翔广告 指 福建兆翔广告有限公司 

厦门快线 指 元翔（厦门）空港快线有限公司 

福建快线 指 元翔（福建）空港快线有限公司 

佰翔世纪 指 晋江佰翔世纪酒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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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翔物流 指 厦门万翔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佰翔电商 指 厦门佰翔手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福州空港 指 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 

龙岩机场 指 元翔（龙岩）冠豸山机场有限公司 

武夷山机场 指 元翔（武夷山）机场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指 厦门翔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旨在充分利用交易双方的生产资源，为公司日

常经营需要，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1年度向关联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及在关联人财务公司存款和综合授信的预计

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为：一是与关联方兆翔科技预计交易金额

8,000万元，实际发生5,643.86万元，因信息化项目受疫情影响暂缓实施所致；二是与

关联方兆翔物业预计交易金额4,200万元，实际发生3,211.60万元，因受疫情影响部分

项目未实施；三是与关联方万翔网商预计交易金额1,100万元，实际发生2,048.07万元，

因增加T2航站楼第二国际（地区）航班到达通道改造项目的物资及设备采购、防疫物资

采购所致；四是与关联方旅游传媒预计交易金额320万元，实际发生43.53万元，因疫情

原因，候机楼景观提升项目暂缓实施所致；五是与关联方财务公司实际金融服务交易金

额未达最高限额。其余，2021年度与同一关联人进行同类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无重大差异。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 2021 年 

预计金额 实际金额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接受

劳务 

翔业集团 法律事务、网络服务等服务费 500.00  445.15  

元翔集团及其子公司 营销费用等 150.00  9.54  

食品集团及其子公司 航延食品等 160.00  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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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翔科技 候机楼维保及机电服务费等 8,000.00  5,643.86  

兆翔置业 代建费、建设工程审核费 100.00  52.77  

佰翔酒店集团及其子

公司 
航延费、商品采购等 1,550.00  1,083.69  

其中：厦门花园 航延费等 700.00  518.87  

兆翔物业 候机楼维修费、管理费、维保费 4,200.00  3,211.60  

佰翔传媒及其子公司 媒体广告、推广服务费 20.00   

旅游传媒 候机楼景观提升 320.00  43.53  

万翔网商 物资、设备代理招标服务及采购 1,100.00  2,048.07  

万翔现代 货物代理等 170.00  218.54  

武夷山快线 车辆维修 1.00   

机场建设 代建服务费等 150.00  17.31  

福建快线 轮胎费用 90.00  55.62  

兆翔广告 广告制作费  12.71  

民航凯亚 离港信息维保费等 450.00  437.55  

小计  16,961.00  13,350.64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提供

劳务 

佰翔空厨 安检收入等 45.00  38.27  

万翔现代 货物地面处理收入 1.00  1.67  

兆翔广告 媒体使用费 5,700.00  5,879.69  

小计  5,746.00  5,919.63  

向关联人承

租资产、场地 

翔业集团 房产及土地租赁 5,800.00  5,738.21  

兆翔置业 宿舍租金以及办公租金 230.00  196.69  

元翔集团 场地租赁 270.00  265.88  

厦门快线 车辆租赁 500.00  446.99  

福建快线 车辆租赁 150.00  124.14  

万翔现代 场地租赁 30.00  32.37  

万翔物流 场地租赁 1.00   

小计  6,981.00  6,804.28  

向关联人出

租资产、场地 

佰翔电商 商业场地租金 55.00  38.18  

厦门快线 商业场地租金 22.00  28.28  

小计  77.00  66.46  

  

福州空港 内外航机务服务 2,200.00  2,771.56  

龙岩机场 内航机务服务 75.00  63.07  

武夷山机场 内外航机务服务 200.00  191.73  

其他关联方 水电费 1,300.00  1,070.74  

其他关联方 体检费 180.00  87.68  

小计  3,955.00  4,184.78  

 总计  33,720.00  30,325.79  

 

2、与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交易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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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预计

金额 

2021 年发生

金额 

在关联人的

财务公司存

款、贷款 

财务公司 存款限额 80,000.00 21,946.14  

财务公司 综合授信 80,000.00 200.00 

小计  160,000.00 22,146.14 

（二）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2年度向关联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预计金额与2021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存在一

定差异，主要原因一是与关联方兆翔科技预计交易金额6,500万元，比2021年实际交易

额增加856万，主要是2021年部分未实施项目推迟至2022年实施所致。 

1、预计公司2022年度发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为3.27亿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2021 年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接

受劳务 

翔业集团 
法律事务、网络服务等

服务费 
500.00  100.00  445.15  100.00  

元翔集团及其

子公司 
营销费用等 50.00  100.00  9.54  100.00  

食品集团及其

子公司 
航延食品等 100.00  100.00  70.70  100.00  

兆翔科技 
候机楼维保及机电服务

费等 
6,500.00  100.00  5,643.86  100.00  

兆翔置业 
代建费、建设工程审核

费 
50.00  100.00  52.77  100.00  

佰翔酒店集团

及其子公司 
航延费、商品采购等 1,100.00  100.00  1,083.69  100.00  

其中：厦门花园 航延费等 600.00  100.00  518.87  100.00  

兆翔物业 
候机楼维修费、管理费、

维保费 
3,500.00  100.00  3,211.60  100.00  

佰翔传媒及其

子公司 
媒体广告、推广服务费 10.00  100.00  0.00  100.00  

旅游传媒 候机楼景观提升 50.00  100.00  43.53  100.00  

万翔网商 
物资、设备代理招标服

务及采购 
2,500.00  100.00  2,048.07  100.00  

万翔现代 货物代理等 250.00  100.00  218.54  100.00  

武夷山快线 车辆维修 1.00  100.00  0.00  100.00  

机场建设 代建服务费等 50.00  100.00  17.3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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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快线 轮胎费用 90.00  100.00  55.62  100.00  

兆翔广告 广告制作费 15.00  100.00  12.71  100.00  

民航凯亚 离港信息维保费 450.00  100.00  437.55  100.00  

小计  15,216.00   13,350.64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提

供劳务 

佰翔空厨 安检收入等 45.00  3.02  38.27  2.39  

万翔现代 货物地面处理收入 1.00  0.01  1.67  0.01  

兆翔广告 媒体使用费 5,600.00  93.06  5,879.69  90.50  

小计  5,646.00   5,919.63   

向关联人承

租资产、场

地 

翔业集团 房产及土地租赁 6,000.00  100.00  5,738.21  100.00  

兆翔置业 宿舍租金以及办公租金 230.00  100.00  196.69  100.00  

元翔集团 场地租赁 295.00  100.00  265.88  100.00  

厦门快线 车辆租赁 500.00  100.00  446.99  100.00  

福建快线 车辆租赁 150.00  100.00  124.14  100.00  

万翔现代 场地租赁 35.00  100.00  32.37  100.00  

万翔物流 场地租赁 1.00  100.00  0.00  0.00  

小计  7,211.00   6,804.28   

向关联人出

租资产、场

地 

佰翔电商 商业场地租金   38.18  0.26  

厦门快线 商业场地租金 30.00  0.19  28.28  0.19  

小计  30.00   66.46   

 

福州空港 内外航机务服务 2,900.00  100.00  2,771.56  100.00  

龙岩机场 内航机务服务 70.00  100.00  63.07  100.00  

武夷山机场 内外航机务服务 300.00  100.00  191.73  100.00  

其他关联方 水电费 1,200.00  46.28  1,070.74  40.12  

其他关联方 体检费 125.00  85.95  87.68  54.53  

小计  4,595.00   4,184.78   

 总计  32,698.00   30,325.79   

 

2、与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交易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1 年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在关联人

的财务公

司存款、

贷款 

财务公司 存款限额 80,000.00 100% 21,946.14  100% 

财务公司 综合授信额度 80,000.00 100% 200.00 100% 

小计  160,000.00  22,146.1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良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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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5.29 亿元 

主要经营范围 

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授权，运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

航空货物运输；航空旅客运输；通用航空活动；机场；空中交通管理；

其他航空运输辅助活动；企业总部管理；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其他未列明企业管理服务（不

含须经审批许可的项目）；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商务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的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人才中介

服务；职业中介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黄金现货销售；

白银现货销售；珠宝首饰零售。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未经审计） 

总资产： 429.65               净资产：169.68 

营业收入：178.36          净利润：5.4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

（一）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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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元翔国际航空港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艳华 

注册资本 1 亿 

主要经营范围 
1、航空信息咨询服务；2、物业服务；3、商业管理咨询；4、航空港

开发与建设。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19.24               净资产：16.53 

营业收入：0.03              净利润：0.00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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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厦门佰翔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长力 

注册资本 1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糖

果及糖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

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餐饮配送服务（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

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其他未列明餐饮业（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

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不含食品制售的餐饮配送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总部管理；其他未列明企业管理服务（不含

须经审批许可的项目）。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未经审计） 

总资产：4.72                 净资产：2.52 

营业收入：2.54               净利润：-0.1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882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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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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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厦门兆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大年 

注册资本 1.01 亿 

主要经营范围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计算机整机制造；其

他计算机制造；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集成电路设计；计算机

和辅助设备修理；机器人及智能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不含

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

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专业化设计服务；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提供施工设备服务；

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讯及

广播电视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零售；经营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从事报关业务。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4.91                净资产：1.54 

营业收入：3.93              净利润：0.28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 

公司名称 福建兆翔临港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华 

注册资本 29.3 亿 

主要经营范围 1、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及管理、经纪与代理；2、批发零售：建筑机械、

五金交电、卫生洁具；3、物业管理。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53.67                 净资产：29.87 

营业收入：5.16                净利润：-0.16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6 

公司名称 厦门佰翔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启坚 

注册资本 44.55 亿 

主要经营范围 五金产品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其他家庭用品

批发；肉、禽、蛋及水产品批发；果品批发；蔬菜批发；鞋帽批发；厨

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灯具、装饰物品批发；其他机械设备

及电子产品批发；呼叫中心（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

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限分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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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经营）；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调味品批发（不包括盐的批发）；

酒、饮料及茶叶批发；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其他预包

装食品批发；其他散装食品批发；对酒店业的投资；从事已合法设立的

酒店的管理；酒店管理咨询。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50.41            净资产：41.71 

营业收入：8.85           净利润：-0.34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7 

公司名称 厦门空港佰翔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彭曦 

注册资本 66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旅游饭店；正餐服务；烟草制品零售；理发及美容服务；歌舞厅娱乐活

动；游泳场馆经营；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五金零售；其他未列明清洁

服务（不含须经行政审批许可的事项）；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

含文物）；汽车租赁（不含营运）；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

务信息咨询；旅客票务代理；停车场管理；洗染服务；服装零售；鞋帽

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钟表、眼镜零售；箱、包零售；厨房用

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其他文化用品零

售。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 1.61             净资产：1.39 

营业收入：0.46            净利润：-0.13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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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厦门兆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成勇 

注册资本 35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管

理；建筑物清洁服务；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其他未列明清洁服务（不含

须经行政审批许可的事项）；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

项目）；工程管理服务；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电气设备修理；

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零

售。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4.08               净资产：0.60 

营业收入：2.61             净利润：0.1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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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福建佰翔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连巍 

注册资本 70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其他未列明文化艺术业；其他未列明服务业（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

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企

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知识产权服务（不含专利事务）。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 0.32                净资产：0.14 

营业收入： 0.19              净利润：-0.06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0 

公司名称 福建海峡旅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晓玲 

注册资本 5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期刊出版；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其他

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文化艺术

业；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知识产权服务（不含专利事务）；其他未列

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

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0.10                净资产：-0.19 

营业收入：0.10              净利润：-0.0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1 

公司名称 厦门万翔网络商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培坤 

注册资本 85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1、互联网销售；2、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3、通讯及广播电

视设备批发；4、第二医疗器械批发；5、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酒、饮

料及茶叶零售；6、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含文物）；7、金属

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8、黄金现货销售；9、

珠宝首饰零售；10、家用视听设备零售；11、日用家电设备零售；12、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13、通信设备零售；14、其他电子产

品零售；15、粮油零售；16、酒、饮料及茶叶零售；17、家用电器批

发；18、箱、包零售；19、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20、其他日用

品零售；21、文具用品零售；22、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弩）；

23、照相器材零售；24、其他文化用品零售；25、五金零售；26、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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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零售；27、家具零售；28、卫生洁具零售；29、第二类医疗器械零

售；30、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等。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 6.09               净资产：0.95 

营业收入：20.32             净利润：0.05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2 

公司名称 福建万翔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杰 

注册资本 1 亿 

主要经营范围 1.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2.航空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3.

批发、零售；4 仓储；5.报关；6.普通货运。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  1.77               净资产：1.20 

营业收入： 2.91              净利润：0.03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3 

公司名称 元翔（武夷山）空港快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瑞亮 

注册资本 10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1、县内班车客运；县内包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县

际旅游客运；2、市际班车客运；市际包车客运；市际旅游客运；3、省

际包车客运；省际旅游客运；4、客运站经营；5、客车维修；6、旅客

服务及其他航空运输辅助服务；7、停车场地经营、仓储业务；8、广告

设备租赁；9、汽车租赁；10、润滑油、汽车配件、橡胶制品销售。 

注册地 中国福建武夷山市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0.10                   净资产：0.09 

营业收入：0.03                 净利润：0.01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4 

公司名称 福建兆翔机场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青 

注册资本 10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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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 1.17                 净资产：0.21 

营业收入：0.69                净利润：0.0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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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公司名称 厦门民航凯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世清 

注册资本 20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工程项目的承包；民航网络开发与信

息传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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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开发与民航计算机系统相关的

软件产品，代购代销软、硬件产品。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 2.52                  净资产：1.69 

营业收入：1.20                 净利润：0.21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联营企业，公司高管林双枝、傅颖南分别任该公司董事和监事，该

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项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6 

公司名称 厦门佰翔空厨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长力 

注册资本 30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从事航空配餐、各式餐饮、旅游食品的生产及相关产品的物流配送，并

经营中西餐厅、咖啡厅、快餐店、饼店及其他专用型保税仓库，饮料零

售（限分支机构经营）。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1.66                   净资产：1.19 

营业收入：1.23                 净利润：-0.11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7 

公司名称 福建兆翔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连巍 

注册资本 10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  0.50               净资产：-0.16 

营业收入：1.24               净利润：0.1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8 

公司名称 元翔（厦门）空港快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瑞亮 

注册资本 5500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 公路旅客运输；客运汽车站；汽车租赁（不含营运）。 

https://www.qcc.com/pl/p7396a29248c6ed667670fd64093c4cf.html


12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0.97                  净资产：0.41 

营业收入： 0.68               净利润：0.04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9 

公司名称 元翔（福建）空港快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瑞亮 

注册资本 1.04 亿 

主要经营范围 县际班车客运；市际班车客运；市际包车客运；客车维修；客运站经营；

广告设备租赁；自由房产租赁。 

注册地 中国福建福州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2.13                净资产：1.57 

营业收入：1.71              净利润：0.03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0 

公司名称 晋江佰翔世纪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方胜强 

注册资本 11 亿 

主要经营范围 制售中餐、西餐（含凉菜、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住宿服务；酒店

咨询及酒店投资；健身服务；游泳室内场所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会议及展览服务。 

注册地 福建晋江市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 11.42              净资产：11.16 

营业收入：0.47              净利润：0.2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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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厦门万翔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湘闽 

注册资本 2.5 亿 

主要经营范围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供应链管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运输）；

其他未列明运输代理业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装卸搬运；其

他农产品仓储；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

贸易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

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散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

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米、面制

品及食用油类散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糖果及糖类预

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糖果及糖类散装食品批发（含

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

肉、禽、蛋批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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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7.26                    净资产：3.94 

营业收入：2.99                  净利润：0.10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2 

公司名称 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玉海 

注册资本 8.25 亿 

主要经营范围 办理经民航局批准的民用机场航空运输业务及民航延伸配套业务；对国

内外飞机提供机务保障；为飞机提供地面技术及设备服务；货运险、意

外险代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是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物业管理；航空货站；房屋租赁；

门诊部（所）；急救中心（站）服务；健康体检服务。 

注册地 中国福建福州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 64.40                   净资产：43.36 

营业收入：7.14                   净利润：0.98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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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元翔（龙岩）冠豸山机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文强 

注册资本 5700 万 

主要经营范围 1、航空运输业务；2、对国内外飞机提供机务保障；3、为飞机提供地

面技术及设备服务；4、航空客货运输销售代理；5、停车场业务；6、

机场区域内的其他商业经营；7、苗木种植与销售；8、中草药、农产品

和经济作物种植与销售。 

注册地 中国福建龙岩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元） 

总资产：0.88                      净资产：0.64 

营业收入：0.09                    净利润：-0.05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4 

公司名称 元翔（武夷山）机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集宏 

注册资本 1.7118 亿 

主要经营范围 商业批发零售，场地经营、宾馆（限分支机构使用）、广告、仓储航空

机场、空中交通管制通信导航；航空配餐、食品加工、餐饮；旅客服务

及其他航空运输辅助服务，航空客货运输及代理业务，航空汽车运输服

务。 

注册地 中国福建武夷山市 

2021 年 12 月末主 总资产：2.72                   净资产：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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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财务数据（亿元） 营业收入：0.24                 净利润：-0.10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5 

公司名称 厦门翔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进 

注册资本 10 亿 

主要经营范围 1、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2、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3、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4、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5、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6、对成员单

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7、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8、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9、对成员单位办理贷

款及融资租赁；10、从事同业拆借。 

注册地 中国福建厦门 

2021 年 12 月末主

要财务数据（亿

元） 

总资产：97.10              净资产：15.43 

营业收入：2.12             净利润：1.17 

与公司的关联关

系 

公司控股股东翔业集团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及经营情况和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他们

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翔业集团订立：（1）《土地租赁合同——飞行区》、《租赁合同——房屋构

筑物》、《土地租赁合同—含南区道路、绿地和配套用地》、《土地租赁合同——南区货站

区》和《停车场租赁合同》，除《土地租赁合同——南区货站》的租赁期为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外，其他合同租赁期均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年租金总额为 5,898.31 万元。其中：1）本租赁期内配套房屋租金总额为 1,189.5

万元；2）土地租赁含飞行区、配套用地、停车场、南区道路、南区货站区等区域，本

年租金总额合计为 4,708.81 万元。 

（2）《房产租赁补充协议——旧消防救援中心楼》，本公司租赁翔业集团旧消防救

援中心楼，面积 1920.44 平方米，作为公司飞行区管理配套用房，合同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39 年 12 月 31 日，期限为 20 年，全部租金 394.53 万元，年租金 19.7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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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行指挥中心业务楼租赁合同》，本公司租赁翔业集团运行指挥中心业务楼，

面积为 9,321.40 平方米，作为办公、候机等用途，合同自 2012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32 年

4 月 30 日，期限为 20 年，一次性支付租金共计 4,085.20 万元，年租金为 204.26 万元。  

（4）公司控股子公司元翔空运货服（厦门）有限公司与翔业集团签订《特运库土

地租赁协议》，用于作为货站配套设施危险品仓库建设用地，租赁面积 1782.57 平方米，

合同期限 2007 年 12 月 1 日至 2033 年 08 月 31 日，全部租金 501 万元。 

（5）签订《法律事务服务协议》、《人事代理服务协议》、《网络服务协议》，按照合

同约定收费标准，每季度按实际业务量进行结算，合同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期

限永续。 

（6）订立《供电协议》和《供水协议》，由本公司垫付翔业集团及其子公司在厦门

机场内耗用的水电费并收取水电服务费，于 2008 年 7 月 1 日生效，期限永续。 

2．公司与兆翔科技签订《厦门机场候机楼设备信息技术服务合同》，合同金额暂估

2893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进行考核结算，合同期限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公司与兆翔置业签订：（1）《代建协议》，本公司将委托兆翔置业代建各项基建、

维修改造工程，代建管理费参照厦门市财政投资建设项目代建费有关规定标准计取。（2）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向其承租房屋供员工居住使用，租金按照合同约定标准结算，

合同期限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3）签订《租赁合同》，向其承租

汇通中心一、二层部分场所，租金按照合同约定标准结算，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4．公司与佰翔酒店集团订立《呼叫中心服务协议》，按照合同约定收费标准，每月

度按实际业务量进行结算，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无异议

自动延续。 

5．公司与厦门花园签订《不正常航班餐饮配送协议》，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双方如无异议，本合同自动顺延。 

6．公司与兆翔物业签订：（1）《厦门机场 T3、T4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保合同》合同

金额暂定 1600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进行考核结算，合同期限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厦门机场物业委托管理服务合同》合同暂定金额 549

万，委托其对厦门机场绿化养护及环卫保洁进行管理服务，按照合同约定收费标准，每

月度按实际服务量进行结算，合同期限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7．公司与万翔网商及其子公司签订《物资设备采购代理协议》及《购销合同》，公

司委托万翔网商或其子公司代理招标并进行设备及物资采购。合同期限从 2009年开始，

无异议自动顺延，按照实际中标情况进行采购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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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与机场建设签订《建设服务与审核委托服务合同》，委托其对公司实施的工

程项目提供建设服务与审核，服务费用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进行结算及支付。 

9. 公司与联营单位民航凯亚订立：（1）《厦门机场离港系统维保合同》，委托民航凯

亚对我司的离港系统进行维修维护，维保费采取流量计费方式，以结算期间的出港值机

人次和配载架次分别与其标准单价的积的合计数作为结算期间的维保费。标准单价如下：

1）出港旅客和国际出港旅客（由与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离港使用合

同》的航空公司承运）：0.25 元/人次；2）配载：5 元/架次。合同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民航计算机订座系统配置使用收费协议（B、C、J 系统）》，

入网使用中国民航计算机订座系统，合同金额 9 万/年，合同期限为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期满后如甲乙双方对本合同无异议，则自动延期一年。  

10．公司与佰翔空厨签订：《厦门佰翔空厨食品有限公司安检护卫人员聘用协议书》，

相关劳务费用每年参照协议书标准按实结算。 

11．公司与兆翔广告签订《广告特许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特许经营权费包括固定

部分特许经营权费及变动部分特许经营权费，变动部分特许经营权费按照兆翔广告相关

的营业收入进行提成。合同期限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12. 公司与元翔集团签订元翔空运（国内）货站房产租赁协议，租赁房产的租赁期

为五年，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止。如租赁期内，翔安新机场已启

用，则租赁期至翔安新机场启用之日前一日提前终止。年租金为人民币 292 万元。  

13. 公司与福建快线及其子公司订立：（1）《T3-T4 双楼运行车辆摆渡车接驳协议》，

按照合同约定收费标准，每月按照实际业务量进行结算，合同金额暂定 230 万元，期限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与厦门快线签订《租赁合同》，其向公

司承租 T4 候机楼到达厅 14#、15#、16#、17#、18#共 5 个商务柜台，及办公房产租赁，

租金按合同约定标准结算，合同期限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  

14.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根据协议，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相关

金融服务，包括存款服务、结算服务、授信服务、票据业务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本公司

及子公司存入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包括应计利息，但不包括来自财务公司的

任何贷款所得款项）不超过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金额的 20%原则确

定；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翔业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等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公平合理原则，遵

循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 

1.有政府指令性价格的，执行政府指令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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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没有政府指令性价格的，有可适用行业价格标准的，依据该价格进行； 

3.若无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4.对物资设备采购等偶然发生的服务，按照实际发生的中标价格计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按政府指导价格、公开市场价格和招标价格向关联方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承租资产场地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进行此类关联交易，使得公司管

理更加专业化，更加专注于保障航空生产运行，使公司可以进一步提高保障能力及提升

服务品质。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按政府指导价格、公开市场价格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及出租资产场地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此类关联交易属于在厦门机场范畴从事航

空等经营业务所必须发生的交易，交易价格为公开市场价格，同时此类关联交易有利于

促进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3.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公司与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作价原则和标准都遵循民航总局关于民用机场收费标准文件、批文、

行业收费标准和市场公开定价原则，作价公平合理、平等自愿，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此外，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收入及利润并不会因此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独立性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