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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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贾锐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副总经理王旭先生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财务部部长徐宁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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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22,254,280.36  37,171,229,055.74 -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2,085,000,859.50  32,004,423,802.08 0.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5,791,640.33 978,515,467.82 -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36,291,904.53  2,774,401,240.91 -4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0,577,057.43  1,391,195,568.78 
-9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0,527,007.09  1,343,298,265.65 
-94.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25  4.81 
减少 4.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72 
-9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72 
-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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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833.73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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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22.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985.3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70.00 

所得税影响额 -16,193.45 

合计 50,0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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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6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 
1,026,177,895 53.25 833,482,051 无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37,394,289 12.32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57,616,668 2.99  未知  

国有法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中小盘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309,450 1.16  未知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21,489,900 1.12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9,232,500 1.00  未知  

国有法

人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12,726,785 0.66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1,988,236 0.62  未知  其他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亚

洲）有限公司－安本标

准－中国 A股股票基

金 

9,529,854 0.49  未知  其他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

有资金 
9,351,785 0.49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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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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7,394,289 人民币普通股 237,394,289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92,695,844 人民币普通股 192,695,84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616,668 人民币普通股 57,616,66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309,450 人民币普通股 22,309,45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21,48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89,9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23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32,500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12,726,785 人民币普通股 12,726,78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988,236 人民币普通股 11,988,236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安本标准－中国 A股股票基金 
9,529,854 人民币普通股 9,529,854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9,351,785 人民币普通股 9,351,7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

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

司也未知其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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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预付款项 2,307,416.13 818,861.93 181.78% 

其他应收款 95,827,222.64 73,321,366.39 30.69% 

预收款项 - 13,905,107.37 - 

合同负债 63,179,733.02 - - 

应付职工薪酬  288,588,798.52  436,802,140.71 -33.93% 

应交税费  19,601,241.01  688,934,377.13 -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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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付款项同比增加主要是公司预付场地、资产租赁费同比增加所致； 

2） 其他应收款同比增加主要是公司应收存款利息同比增加所致； 

3） 本期无预收款项主要是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余额转至合同负债所致； 

4） 合同负债同比增加主要是公司预收账款同比增加所致； 

5） 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减少主要是公司支付了应付职工工资所致； 

6） 应交税费同比减少主要是公司支付了应付未付税金所致。 

 

3.1.2 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636,291,904.53 2,774,401,240.91 -41.02% 

营业成本 1,620,808,273.77  1,241,839,996.76  30.52% 

销售费用 - 60,734.98 - 

其他收益 24,622.20 - - 

投资收益 117,630,230.26 301,251,792.60 -60.95% 

资产处置收益 - -109,682.78 - 

营业外收入 60,985.32 31,561.64 93.23% 

所得税费用 361,826.00 380,362,245.92 -99.90% 

少数股东损益 33,790,245.96 49,057,559.50 -31.12% 

 

1）营业收入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业务量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2）营业成本同比增加主要是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程投入运营，公司运营成本、摊销

成本同比增加以及本期新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出所致； 

3）本期无销售费用主要是子公司费用核算口径同比变化所致； 

4）其他收益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政府补贴同比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主要投资企业经营效益同比大幅下滑

所致； 

6）本期无资产处置收益主要是本期公司无处置到期报废资产损失所致； 

7）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违约金同比增加所致； 

8）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9）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672,508,165.49  2,605,636,968.08  -35.8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760,899.29   75,310,878.29  -48.5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37,934,196.67   292,083,685.47  84.1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00,345,221.88  1,064,338,839.91  -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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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同

比大幅下降所致； 

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及合同押金

保证金同比减少所致； 

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的运营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的浦东机

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款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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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浦东机场报告期内共保障飞机起降7.30万架次，同比下降42.50%；旅

客吞吐量807.74万人次,同比下降57.09%；货邮吞吐量74.39万吨,同比下降7.58%。公司相关业务

开展受到较大影响，其中《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免税店项目经营权转让合同》报告期内暂估营业收

入6.6亿元。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

序加快恢复。同时，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

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公司一手抓好

疫情防控，一手推进复工复产提速，继续强化安全、运行、服务、经营等方面工作的管控力度，

加快推进与上海卓越全球城市相匹配的、品质领先的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目标。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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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面临严峻挑战，国际机场协会和国际民航组织

先后强调行业受疫情影响严重、所面临的疫情后果前所未有。此次疫情对公司各项业务开展和客

户经营影响较大，公司经营压力持续加大，营业收入预计将有较大幅度下降，具体影响还需视疫

情进展而定。公司将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全力守好上海空中门户，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

积极应对，努力把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名称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贾锐军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