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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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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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中國，北京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 王長益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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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公司網站http://www.bci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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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計財務資料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資產

未經審計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987,627,910.34 2,252,658,193.08
交易性金融資產 6,681,857.54 6,866,439.24
應收賬款 684,770,936.50 857,955,472.09
預付款項 35,805,885.22 36,361,421.87
其他應收款 17,216,157.11 25,753,080.14
存貨 215,465,103.78 218,340,663.20
其他流動資產 206,359,903.24 221,520,970.20
流動資產合計 3,153,927,753.73 3,619,456,239.82
非流動資產
投資性房地產 2,879,179,422.03 2,902,096,934.76
固定資產 23,108,200,417.03 23,402,171,819.20
在建工程 1,031,957,640.49 1,061,735,839.62
使用權資產 753,392,580.13 797,664,277.27
無形資產 1,503,657,659.75 1,523,803,692.67
長期待攤費用 16,550,903.86 19,484,446.74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57,298,668.25 1,564,530,639.86
其他非流動資產 256,392,573.12 256,392,573.12
非流動資產合計 31,306,629,864.66 31,527,880,223.24
資產總計 34,460,557,618.39 35,147,336,463.06
負債及股東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701,507,152.78 1,701,132,013.90
應付賬款 2,866,986,857.63 2,588,366,703.51
預收款項 317,629,993.60 321,961,243.15
應付職工薪酬 266,859,243.38 374,503,137.23
應交稅費 533,733,971.34 477,158,628.05
其他應付款 1,222,075,107.24 1,547,350,399.15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429,765,709.56 379,008,891.45
其他流動負債 1,508,693,149.52 1,508,693,149.52
流動負債合計 8,847,251,185.05 8,898,174,1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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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2,788,441,064.96 2,788,441,064.96
應付債券 1,298,520,320.99 1,298,264,037.71
租賃負債 655,696,765.63 677,383,071.16
長期應付款 1,161,865,838.63 1,166,898,967.80
遞延收益 31,132,008.96 31,132,008.96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106,606,347.73 112,233,805.26
非流動負債合計 6,042,262,346.90 6,074,352,955.85
負債合計 14,889,513,531.95 14,972,527,121.81
股東權益
股本 4,579,178,977.00 4,579,178,977.00
資本公積 6,524,121,243.45 6,549,582,413.11
其他綜合收益 3,635,441.38 3,635,441.38
盈餘公積 6,809,588,447.79 6,809,588,447.79
未分配利潤 1,654,519,976.82 2,232,824,061.97
股東權益合計 19,571,044,086.44 20,174,809,341.25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34,460,557,618.39 35,147,336,4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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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利潤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項目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一、營業收入 658,662,178.29 777,713,540.29

減：營業成本 (1,236,626,256.46) (1,216,942,734.53)

稅金及附加 (57,869,757.61) (57,385,642.42)

管理費用 (90,970,179.40) (86,966,080.28)

財務費用－淨額 (45,804,798.71) (46,909,127.93)

加：其他收益 1,125,233.23 577,736.86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184,581.70) –

信用減值損失 30,000.00 –

二、營業虧損 (771,638,162.36) (629,912,308.01)

加：營業外收入 566,048.82 740,677.78

三、虧損總額 (771,072,113.54) (629,171,630.23)

減：所得稅抵免 192,768,028.39 157,292,907.56

四、淨虧損 (578,304,085.15) (471,878,7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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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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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項目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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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695,871.61 871,539,599.54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4,052,177.67 8,326,927.61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868,748,049.28 879,866,527.15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543,653,659.72) (943,549,494.88)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231,932,033.15) (217,770,057.40)

支付的各項稅費 (10,662,416.21) (5,694,696.60)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1,195,497.14) (36,634,740.10)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817,443,606.22) (1,203,648,988.98)

經營活動產生/（使用）的現金流量
淨額 51,304,443.06 (323,782,461.83)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1,621,144.78 4,615,885.06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1,621,144.78 4,615,885.06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支付的現金 (269,789,367.04) (164,501,256.96)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69,789,367.04) (164,501,256.96)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258,168,222.26) (159,885,371.90)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 745,444,224.31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 745,444,224.31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
金 (24,610,040.96) (9,450,000.00)

支付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30,253,563.88) (84,468,074.31)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54,863,604.84) (93,918,074.31)

籌資活動（使用）/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54,863,604.84) 651,526,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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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項目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94,537.59) 173,060.14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增加額 (261,821,921.63) 168,031,376.41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224,473,446.41 2,296,801,221.19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962,651,524.78 2,464,832,5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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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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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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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期間增減變動額

綜合收益總額

淨虧損 – – – – (471,878,722.67) (471,878,722.67)

綜合收益總額合計 – – – – (471,878,722.67) (471,878,722.67)

股東投入和減少資本

其他 – (32,010,073.30) – – – (32,010,073.30)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餘額 4,579,178,977.00 6,464,112,434.46 3,983,927.24 6,809,588,447.79 3,877,481,855.01 21,734,345,641.50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餘額 4,579,178,977.00 6,549,582,413.11 3,635,441.38 6,809,588,447.79 2,232,824,061.97 20,174,809,341.25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期間增減變動額

綜合收益總額

淨虧損 – – – – (578,304,085.15) (578,304,085.15)

綜合收益總額合計 – – – – (578,304,085.15) (578,304,085.15)

股東投入和減少資本

其他 – (25,461,169.66) – – – (25,461,169.66)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餘額 4,579,178,977.00 6,524,121,243.45 3,635,441.38 6,809,588,447.79 1,654,519,976.82 19,571,044,0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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