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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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莘澍钧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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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61,372,111.33 37,171,229,055.74 -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9,744,695,981.19 32,004,423,802.08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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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534,247.25 3,704,209,890.22 -1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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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3,437,878,650.18 8,207,782,785.77 -5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37,430,646.97 
3,994,520,326.43 

-11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47,695,189.51 
3,949,179,352.30 

-118.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37 
13.40 

减少 15.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2.07 -118.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2.07 -1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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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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5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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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6,351.00 14,113,892.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2,350.25 -427,807.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77.51 

所得税影响额 -3,554,675.31 -3,418,888.34 

合计 10,664,025.94 10,264,5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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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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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410,619 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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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

沪 

23,071,260 1.2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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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0,066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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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金融管理局

－自有资金 

13,787,105 0.72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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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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2,98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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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研究与管理

公司－客户资金 

9,018,534 0.47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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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410,619 人民币普通股 244,41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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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23,071,260 

人民币普通股 

23,07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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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0,066 

人民币普通股 

19,6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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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

金 

13,787,105 
人民币普通股 

13,78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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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2,980 

人民币普通股 

11,55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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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研究与管理公司－客

户资金 

9,018,534 
人民币普通股 

9,01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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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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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年末余额 变动幅度 

应收账款 2,366,759,434.15 1,662,029,290.31 42.40% 

预付款项 6,583,440.70 818,861.93 703.97% 

其他应收款 352,499,603.45 73,321,366.39 380.76%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8,107,637.10 10,391,151.79 3,346.27% 

其他非流动资产 -  10,253,911.01 -100% 

应付账款 900,898,109.95  574,750,388.53 56.75% 

预收款项 -  13,905,107.37 -100% 

合同负债 129,982,538.91 -  - 

应交税费 26,222,546.84 688,934,377.13 -96.19% 

少数股东权益 290,990,753.39 445,300,925.27 -34.65% 

 

1）应收账款同比增加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公司营业收入回款速度下降所致； 

2）预付款项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预付租赁费同比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应收股利同比增加所致； 

4）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比大幅增加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公司经营亏损，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中可抵扣亏损所致； 

5）本期无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是本期公司根据工程进度预付工程款转入在建工程所致； 

6）应付账款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应付运营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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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合同负债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预收账款同比增加所致； 

9）应交税费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期末公司应交税金较上年年末减少所致； 

10）少数股东权益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分配股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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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9月） 

上期金额 

（2019年 1-9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3,437,878,650.18 8,207,782,785.77 -58.11% 

营业成本 4,881,933,560.44  3,710,304,598.65  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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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3,255,377.45 5,746,214.42 -43.35% 

销售费用 -  75,738.82 -100% 

财务费用 -222,201,463.56 -141,710,750.58 - 

其他收益 14,113,892.03 -  - 

投资收益 357,009,614.18 839,037,025.94 -57.45% 

信用减值损失 -1,050,723.12 -  - 

资产减值损失 -  -1,060,859.63 - 

资产处置收益 -  526,877.55 -100% 

营业外收入 726,386.79 1,539,401.86 -52.81% 

营业外支出 1,164,725.45 5,576,504.57 -79.11% 

所得税费用 -347,713,985.31 1,116,825,999.85 -131.13% 

少数股东损益 45,636,346.22 162,307,107.97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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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出所致； 

3）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应交增值税同比减少所致； 

4）本期无销售费用主要是本期子公司费用核算口径变化所致； 

5）财务费用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6）其他收益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同比增加所致； 

7）投资收益同比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主要投资企业经营效益同比大幅下滑所致； 

8）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主要是报表项目列示调整，本期公司计提坏账准备计入信用资产减值损

失所致； 

9）本期无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报表项目列示调整，本期公司计提坏账准备计入信用资产减值损失

所致； 

10）本期无资产处置收益主要是本期公司无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11）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的违约金同比减少所致； 

12）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捐赠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13）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公司经营效益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14）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子公司利润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3.1.3 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2020年 1-9月） 

上期金额 

（2019年 1-9月） 
变动幅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035,250,777.28 8,180,978,299.76 -62.9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1,379,379.16 212,602,402.36 41.7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58,580,895.90 1,103,890,497.45 41.19% 

支付的各项税费 714,462,164.96 1,582,666,642.41 -54.86%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85,988,067.58 24,583,610.95 1,063.3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45,551,079.92 448,072,497.01 133.3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35,516.51 1,041,727.60 -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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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80,259,630.00 2,134,205,039.02 -68.1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1,701,270,733.32 1,245,734,465.61 36.57%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

下降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的存款利息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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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的税金同比减少所致； 

5）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大幅增加主要是本期上海自贸区股权投资基金部分项目结束并产生收

益，收到的返还本金同比增加所致； 

6）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投资企业分配的股利同比增加所致； 

7）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资产处置收

益同比减少所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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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支出同

比减少所致； 

9）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股利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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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三季度，浦东机场共保障飞机起降9.6万架次、旅客吞吐量

995.7万人次、货邮吞吐量93.2万吨，分别是去年同期的74.1%、50.6%、1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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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暂估营业收入

0.8亿元。公司将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慎终如始毫不放松抓牢常态化精准防控，化危为机积极

推进生产经营正常化，再接再厉稳步推进年内各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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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莘澍钧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