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內幕消息

本公告由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
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五日的內幕消息公告及海外監管公告所披露，本公
司已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期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發行
總額人民幣13億元的首期三年期中期票據。

本公司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及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的相關規則及法規，公佈本公司
截止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未經審核季度財務業績
（「相關資料」），有關資料載列於本公告的附錄內。

相關資料亦已於本公告同日刊載於上海清算所網站（www.shclearing.com）、北京金融資
產交易所網站（www.cfae.cn）及中國貨幣網（www.chinamone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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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披露及刊載於中國相關網站的相關資料乃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且未經審
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不應過分倚賴該等資料，且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孟憲偉

董事會秘書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中國，北京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 劉雪松先生、韓志亮先生及張國良先生

非執行董事： 高世清先生、郟建青先生及宋鵾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姜瑞明先生、劉貴彬先生、張加力先生及許漢忠先生

如需查閱載明有關事宜詳情的公告， 可瀏覽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
www.hkexnews.hk上的「最新上市公司公告」、本公司網站http://www.bcia.com.cn和
Irasia.com網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b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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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計財務資料

2021年9月30日資產負債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資產
未經審計

2021年9月30日
經審計

2020年12月3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2,432,087,054.88 2,296,801,221.19

應收賬款 1,014,590,869.44 871,557,911.02

預付款項 48,802,993.83 24,797,609.75

其他應收款 37,737,630.46 38,811,533.02

存貨 222,330,449.15 166,476,765.21

其他流動資產 190,417,855.78 297,029,345.95

流動資產合計 3,945,966,853.54 3,695,474,386.14

非流動資產
投資性房地產 2,925,014,447.49 2,993,766,985.67

固定資產 23,087,795,588.53 23,721,282,162.12

在建工程 1,291,548,843.51 1,500,096,649.16

使用權資產 790,243,077.76 913,187,938.75

無形資產 1,495,034,812.32 1,537,833,347.18

長期待攤費用 16,248,117.29 26,120,404.1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85,938,929.91 862,584,864.17

其他非流動資產 172,569,564.27 172,569,564.27

非流動資產合計 31,064,393,381.08 31,727,441,915.42

資產總計 35,010,360,234.62 35,422,916,301.56

負債及股東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700,000,000.00 2,868,909,244.09

應付賬款 2,522,919,616.45 2,239,645,314.53

預收款項 95,021,097.40 131,349,563.22

應付職工薪酬 325,218,600.43 425,255,345.44

應交稅費 537,854,955.93 475,263,848.86

其他應付款 1,251,865,874.37 1,603,519,321.28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351,577,687.15 335,724,907.31

其他流動負債 1,508,693,149.52 1,508,693,149.52

流動負債合計 8,293,150,981.25 9,588,360,6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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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未經審計

2021年9月30日
經審計

2020年12月31日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2,386,647,176.97 －
應付債券 1,300,982,531.83 1,312,350,888.87

租賃負債 676,757,456.59 777,940,545.76

長期應付款 1,266,108,349.38 1,353,433,445.32

遞延收益 32,992,293.53 36,116,579.75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93,271,398.05 116,479,710.14

非流動負債合計 5,756,759,206.35 3,596,321,169.84

負債合計 14,049,910,187.60 13,184,681,864.09

股東權益
股本 4,579,178,977.00 4,579,178,977.00

資本公積 6,495,900,968.71 6,496,122,507.76

其他綜合收益 15,973,100.98 3,983,927.24

盈餘公積 6,809,588,447.79 6,809,588,447.79

未分配利潤 3,059,808,552.54 4,349,360,577.68

股東權益合計 20,960,450,047.02 22,238,234,437.47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35,010,360,234.62 35,422,916,3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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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利潤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期间

項目 2021年 2020年
一、營業收入 2,693,934,752.14 2,863,659,769.02

營業成本 (3,800,802,840.97) (3,752,821,139.65)

稅金及附加 (173,494,125.89) (197,575,906.67)

管理費用 (315,769,688.55) (310,072,121.59)

財務費用－淨額 (114,142,018.10) (18,016,597.35)

信用減值損失 (15,016,207.33) (33,786,262.12)

加：其他收益 2,263,985.14 3,227,202.41

投資收益 – –

二、營業虧損 (1,723,026,143.56) (1,445,385,055.95)

加：營業外收入 4,529,881.03 1,998,889.42

減：營業外支出 (453,586.84) (2,030,000.00)

三、虧損總額 (1,718,949,849.37) (1,445,416,166.53)

減：所得稅抵免 429,397,824.23 360,597,355.83

四、淨虧損 (1,289,552,025.14) (1,084,818,8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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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現金流量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期间

項目 2021年 2020年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2,686,501,833.62 2,731,831,590.79

收到的稅費返還 121,514,366.28 –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0,471,499.28 145,163,664.60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828,487,699.18 2,876,995,255.39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2,420,820,497.34) (2,521,496,936.22)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505,692,253.33) (500,320,386.60)

支付的各項稅費 (147,633,406.66) (291,282,219.81)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08,567,343.46) (286,644,726.93)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182,713,500.79) (3,599,744,269.56)

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354,225,801.61) (722,749,014.17)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 收回的現金淨額 440,316.00 －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6,233,951.79 37,360,636.07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6,674,267.79 37,360,636.07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支付的現金 (442,951,290.99) (611,883,409.04)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442,951,290.99) (611,883,409.04)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426,277,023.20) (574,522,772.97)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3,068,337,932.88 2,968,436,337.42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31,789,234.25 －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3,100,127,167.13 2,968,436,337.42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1,926,966,628.17) (586,525,493.47)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
金 (104,226,897.76) (740,146,322.23)

支付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53,007,206.87) (176,193,955.23)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184,200,732.80) (1,502,865,770.93)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15,926,434.33 1,465,570,566.49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37,775.83) 4,261,568.84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35,285,833.69 172,560,3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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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期间

項目 2021年 2020年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296,801,221.19 1,664,625,827.36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432,087,054.88 1,837,186,1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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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股東權益變動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項目 股本 資本公積 其他綜合收益 盈餘公積 未分配利潤 股東權益合計

2020年1月1日餘額 4,579,178,977.00 6,505,780,872.66 (19,649,209.35) 6,325,714,004.78 7,569,873,587.25 24,960,898,232.34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
間增減變動額

綜合收益總額

淨虧損 – – – – (1,084,818,810.70) (1,084,818,810.70)

其他綜合收益 – – 6,358,566.03 – – 6,358,566.03

綜合收益總額合計 – – 6,358,566.03 – (1,084,818,810.70) (1,078,460,244.67)

股東投入和減少資本

其他 – (12,633,460.21) – – – (12,633,460.21)

利潤分配

提取盈餘公積 – – – 483,874,443.01 (483,874,443.01) –

對股東的分配 – – – – (701,988,137.17) (701,988,137.17)

2020月9月30日餘額 4,579,178,977.00 6,493,147,412.45 (13,290,643.32) 6,809,588,447.79 5,299,192,196.37 23,167,816,390.29

– – – – – –

2021年1月1日餘額 4,579,178,977.00 6,496,122,507.76 3,983,927.24 6,809,588,447.79 4,349,360,577.68 22,238,234,437.47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
間增減變動額

綜合收益總額

淨虧損 – – – – (1,289,552,025.14) (1,289,552,025.14)

其他綜合收益 – – 11,989,173.74 – – 11,989,173.74

綜合收益總額合計 – – 11,989,173.74 – (1,289,552,025.14) (1,277,562,851.40)

股東投入和減少資本

其他 – (221,539.05) – – – (221,539.05)

利潤分配

提取盈餘公積 – – – – – –

對股東的分配 – – – – – –

2021月9月30日餘額 4,579,178,977.00 6,495,900,968.71 15,973,100.98 6,809,588,447.79 3,059,808,552.54 20,960,450,0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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