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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編號：0694）

二零零六年中期業績公告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已由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審閱的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的財務狀況

及經營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未經審計的比較數字呈列如下：

未經審計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 8,272,042 8,277,747

無形資產 7,987 5,568

土地使用權 225,993 228,606

聯營公司投資 27,090 27,247

遞延稅項資產 18,980 24,467

非流動資產合計 8,552,092 8,563,635

流動資產

存貨 13,004 14,57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5 1,622,300 1,269,850

原到期日在三個月至

　一年之間的定期存款 — 10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47,382 556,811

持有待售的資產 — 35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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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合計 1,982,686 2,298,225

資產合計 　10,534,778 10,861,860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3,846,150 3,846,150

股本溢價 2,209,648 2,209,648

法定盈餘公積及任意盈餘公積 11(a) 1,306,495 1,132,695

未分配盈餘 1,061,410 999,617

8,423,703 8,188,110

少數股東權益 — 3,155

權益合計 8,423,703 8,191,265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設定受益養老及退休福利負債 27,906 60,686

遞延收益 16,097 17,839

非流動負債合計 44,003 78,52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6 1,541,210 1,389,611

應付票據 183,218 —

應交所得稅及其他稅金 342,319 345,415

短期銀行借款（無抵押） — 800,000

設定受益養老及

　退休福利負債即期部份 325 1,118

與持有待售的資產

　直接相關的負債 — 55,926

流動負債合計 2,067,072 2,592,070

負債合計 2,111,075 2,670,595

權益及負債合計 10,534,778 10,86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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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航空性業務 4 1,084,160 944,734

　非航空性業務 4 349,971 415,018

1,434,131 1,359,752

營業稅金及徵費：

　航空性業務 (32,525) (28,343)

　非航空性業務 (23,112) (18,806)

(55,637) (47,149)

成本：

　折舊 (238,689) (248,961)

　員工費用 (17,286) (159,216)

　水電動力 (93,447) (102,291)

　修理及維護 (70,509) (55,581)

　貨品及材料成本 (1,354) (25,179)

　航空保安、綠化環衛及

　　動力能源輔助服務成本 (114,911) —

　其他成本 (95,175) (147,721)

總成本 (631,371) (73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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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部份資產及負債的淨收益 8 17,498 22,110

其他收益 9 54,702 7,481

經營利潤 7 819,323 603,245

財務費用 (12,613) (15,834)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143 221

除所得稅前利潤 806,853 587,632

所得稅費用 10 (251,683) (184,174)

除所得稅後利潤 555,170 403,458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55,170 400,619

　少數股東 — 2,83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的

　每股盈利，基本和攤薄（人民幣元） 12 0.1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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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的權益 少數股東權益 權益合計

法定盈餘

公積及任意

股本 股本溢價 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合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餘額 3,846,150 2,209,648 820,602 767,739 7,644,139 35,020 7,679,159

本期間利潤 — — — 400,619 400,619 2,839 403,458

增添 — — — — — 200 200

出售 — — — — — (6,525 ) (6,525 )

股息

　－二零零四年

　　　末期股息 — — — (249,615 ) (249,615 ) — (249,615 )

少數股東股息 — — — — — (10,086 ) (10,086 )

提取法定盈餘公積

　及任意盈餘公積 — — 138,293 (138,293 ) — — —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餘額 3,846,150 2,209,648 958,895 780,450 7,795,143 21,448 7,816,591

代表：

股本及儲備 3,846,150 2,209,648 958,895 665,527 7,680,220 21,448 7,701,668

二零零五年擬派

　中期股息 11(b) — — — 114,923 114,923 — 114,923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餘額 3,846,150 2,209,648 958,895 780,450 7,795,143 21,448 7,816,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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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餘額 3,846,150 2,209,648 1,132,695 999,617 8,188,110 3,155 8,191,265

本期間利潤 — — — 555,170 555,170 — 555,170

出售 — — — — — (3,155 ) (3,155 )

股息

　－二零零五年

　　　末期股息 — — — (319,577 ) (319,577 ) — (319,577 )

提取法定盈餘公積

　及任意盈餘公積 11(a) — — 173,800 (173,800 ) — — —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餘額 3,846,150 2,209,648 1,306,495 1,061,410 8,423,703 — 8,423,703

代表：

股本及儲備 3,846,150 2,209,648 1,306,495 910,141 8,272,434 — 8,272,434

二零零六年擬派

　中期股息 11(b) — — — 151,269 151,269 — 151,269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餘額 3,846,150 2,209,648 1,306,495 1,061,410 8,423,703 — 8,423,703



— 7 —

附註

未經審計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是一間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一日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本公司的大部份權益由首都機場集團公司（「首都機場集團公司」或「母

公司」）擁有，首都機場集團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乃持有及經營位於中國北京的國際機場（「北京機場」）並提供相關服

務。

本未經審計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經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計的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照由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有關規定編製而成。

本未經審計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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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計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零五年年度財務報表時是一致

的，並已於二零零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中闡述。

以下新訂準則、對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必須在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年

度採用。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精算盈虧，集體界定福利計劃及披露」的修訂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公允值期權」的修訂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 「海外業務的淨投資」的修訂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預測集團間交易的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的修訂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財務擔保合約」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礦產資源的開採和評估」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公告第4號： 「厘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公告第5號： 「對拆卸、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權益的權利」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公告第6號： 「參與特殊市場（電氣及電子設備廢料）產生的負債」

管理層評估了這些準則修訂及解釋公告對本公司經營的相關性，認定如下準則修訂及解

釋公告與本公司有關：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精算盈虧，集體界定福利計劃及披露」的修訂，自二零零六年一

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本公司決定保留其有關精算盈虧確認的舊會計政

策。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公告第4號：「厘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自二零零六

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本公司已檢討其合約。若干合約需要根據國際

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入賬為租賃。然而此等租賃為營運租賃，其分類對就此而確認的

收入或費用並無影響。

其他準則修訂及詮釋公告與本公司的經營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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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數據

本公司僅於一個行業內經營業務 - 在中國經營一個機場並提供相關服務。由於本公司提

供的產品和服務均與機場經營相關，其經營風險類似，故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並無編製任何分部資料。同時，由於本公司的收入主要來自中國，其資產亦位

於中國，本公司僅於一個地域內經營業務。因此，本報表並未呈列任何地域分部資料。

收入分析（按類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航空性業務：

　旅客服務費 347,234 312,303

　飛機起降及相關收費 426,191 364,168

　機場費 310,735 268,263

航空性業務總收入 1,084,160 944,734

非航空性業務：

　特許經營收入 207,760 142,115

　地面服務設施使用費及地面服務收入 — 116,759

　租金 105,138 70,817

　航空配餐 — 39,991

　停車場 26,737 22,956

　維修 — 15,189

　其他 10,336 7,191

非航空性業務總收入 349,971 415,018

收入總計 1,434,131 1,35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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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原值 1,527,493 1,233,664

減： 應收賬款減值準備 (25,132) (26,613)

應收賬款淨值 1,502,361 1,207,051

應收關聯方款項 96,488 —

預付賬款 2,395 —

其他應收款 21,056 62,799

1,622,300 1,269,850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 1,083,066 1,067,274

一至二年 444,427 166,390

1,527,493 1,233,664

給予每一位商業客戶的信用期間是個別確定的，一般為三至六個月。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應收賬款中包括應收機場費收入的款項，金額為人民

幣1,067,407,000元。二零零四年九月一日前，根據中國財政部（「財政部」）及中國民用

航空總局（「民航總局」）頒佈之規定，除在若干豁免情況外，本公司需代表民航總局向

每位離崗旅客收取民航機場建設費（「機場費」）（每位國內旅客人民幣50元，而每位國際

旅客人民幣70元），民航總局返還該機場費的50%予本公司作為收入。旅遊發展基金（每

位旅客人民幣20元）連同機場費乃代表中國政府向每位離境國際旅客徵收，並於扣除若

干處理費用後支付予中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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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財政部與民航總局聯合發出的《財政部民航總局關於民航

機場管理建設費徵收管理方式等有關問題的通知》，自二零零四年九月一日起，本公司

改變機場費的徵收方式，由原在機場繳納改為在購買機票時由航空公司代收。根據該通

知，本公司的機場費收入最終將向中央財政收回。自二零零四年九月機場費徵收方式變

更後，由於本公司機場費的返還仍處在相關政府部門對結算細則的最終制定過程中，

本公司尚未從相關政府部門收到上述款項。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評估該等應收款項於二零零六年年中收回。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未收到任何機場建設費。本公司董事再次就該等應

收賬款的可回收性進行了評估。基於管理層同有關政府部門的溝通及推動，本公司董事

相信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應收賬款最終將全額收回。在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考慮該等應收機埸費的現金流量按5.22%的原始實際年利率

折現，確認了人民幣18,203,000元的減值損失（二零零五年度：人民幣19,008,000元）。

該款項公允價值同賬面價值之間的差異在後續期間確認為利息收入，包含在「其他收益」

中。

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6,549 1,869

其他應付款

應付工程項目款 753,447 892,115

代表華北空中交通管理局收取之款項 116,178 144,819

應付股息 319,577 —

薪酬及應付福利 16,252 72,475

應付職工住房補貼 24,190 24,864

應付調節費用 42,631 42,631

應付關聯方款項 110,300 96,319

應付保證金 32,658 27,739

應付維修費 50,734 14,287

其他 68,694 72,493

1,534,661 1,387,742

1,541,210 1,38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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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所有應付款項之賬齡均在一年以內。

應付職工住房補貼包括根據中國有關住房改革法規從首都機場集團公司收到的並將代其

支付給本公司職工的一次性住房補貼。此金額屬於一九九九年為準備發售本公司之股份

所進行的集團重組之前首都機場集團公司應承擔的部份。

7. 經營利潤

下列項目已經計入經營利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有資產 234,600 243,952

　－已經作為經營性租賃租出的自有資產 4,089 5,009

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處置損失 14,631 2,164

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維修及維護 70,509 55,581

無形資產攤銷（包括在其他成本中) 2,108 827

經營性租賃支出

　－房屋建築物 2,166 2,191

　－土地使用權 5,992 6,859

應收賬款

　－減值損失 18,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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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處置部份資產及負債的淨收益

處置部份資產及負債的淨收益是本公司以現金合計人民幣267,879,000元為對價轉讓所持

有的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務有限公司（「地服公司」）、北京空港配餐有限公司（「配餐

公司」）各60%權益而獲得的淨收益。該交易分別依照本公司與首都機場集團公司於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簽訂的、並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上

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有關合同執行。

處置部份資產及負債的淨收益詳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地服公司及配餐公司 17,498 —

北京機場飲食服務有限公司 — (414)

廣告及零售 — 22,524

17,498 22,110

9.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22,875 7,481

核銷設定受益人養老及退休福利負債（註） 31,827 —

54,702 7,481

註： 本公司向首都機場集團公司轉讓與航空保安、綠化環衛及動力能源輔助等若干其

他業務有關的資產，獲現金對價合計人民幣9,409,000元。該交易依照本公司與

首都機場集團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簽訂的、並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

五日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上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有關合同執行。

該收益源自核銷與上述部門員工相關的設定受益養老及退休福利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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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得稅費用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本公司須採用適用於中國企業的會計準則及財務規定編製的法定賬

目所示之應課稅收入繳納稅率為30%之企業所得稅及3%之地方所得稅，合計為33%

（二零零五年：3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款 246,196 176,929

遞延稅款 5,487 7,245

251,683 184,174

11. 利潤分配

(a) 法定及任意盈餘公積金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及本公司章程，

本公司應把淨利潤之10%（基於本公司中國的法定報表）撥入法定盈餘公積金

（除非該基金已達本公司註冊資本之50%以上）以及5%至10%撥入法定公益金，並

根據董事會建議提取任意盈餘公積金。以上公積金及公益金不能用於其他用途，

亦不能作為現金股息分派。法定公益金只可用於本公司職工集體福利的資本性項

目，這些資本性項目歸本公司所有。除非本公司清盤，法定公益金不得用於分

配。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修訂後的公司法及財政部的相關規定（財企函

(2006)67號），本公司從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停止提取法定公益金。截至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法定公益金餘額轉作盈餘公積金。其餘盈餘公積金的提取

方法不變。

對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建議提取的人民幣173,800,000元

（除所得稅後淨利潤的20%）任意盈餘公積金，已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財務報表中記錄。

根據本公司之章程，本公司可供分配之淨利潤將根據中國會計準則和規定及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所確定之金額兩者中較低者確定。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可供

分配之淨利潤約為人民幣782,876,000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

772,7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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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擬派發的股息

本年中期股息（人民幣千元 ) 151,269 114,923

本年中期每股股息（人民幣元) 0.03933 0.02988

二零零六年中期股息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召開的董事會決議派發。這項決

議派發的股息沒有反映在此簡明財務資料中，而將作為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保留盈利的利潤分配入賬。

12.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根據本期股權持有人應佔的利潤除以已發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的利潤（人民幣千元 ) 555,170 400,619

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846,150 3,846,150

基本每股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14 0.10

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有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攤薄

每股盈利等同於基本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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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航空性業務概述

航空流量增長

受益於商務旅行和旅遊需求的增長，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北京機場」）的航空運量

保持了迅猛的增長。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北京機場的飛機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

及貨郵吞吐量均保持了雙位數增長，旅客吞吐量更是增長20.4%，詳細信息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變化

飛機起降架次（單位：架次） 179,422 163,089 10.0%

　國內 138,092 127,686 8.1%

　國際及港澳地區 41,330 35,403 16.7%

旅客吞吐量（單位：人次） 22,551,256 18,729,755 20.4%

　國內 17,456,249 14,445,366 20.8%

　國際及港澳地區 5,095,007 4,284,389 18.9%

貨郵吞吐量（單位：噸） 429,234 359,219 19.5%

　國內 291,521 245,492 18.7%

　國際及港澳地區 137,713 113,727 21.1%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北京機場新增了六家外國航空公司客戶，另有兩家外國航空

公司客戶停止在北京機場運營。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在北京機場運營的航

空公司客戶共六十四家，包括國內航空公司客戶十二家（含三家貨運航空公司），

香港及澳門航空公司三家，外國航空公司客戶四十九家。

運營資源改造及補充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公司繼續實施現有設施設備的改造工程，已完成的工程包

括專機坪、公務機坪遷建工程等。正在進行的包括西跑道機坪及滑行道新建工

程、候機室內行李系統擴容改造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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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性業務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變化

飛機起降及相關收費 426,191 364,168 17.03%

旅客服務費 347,234 312,303 11.18%

機場費 310,735 268,263 15.83%

航空性業務收入合計 1,084,160 944,734 14.76%

減：營業稅及徵費 (32,525) (28,343) 14.75%

航空性業務扣除營業稅金及

　徵費後淨收入 1,051,635 916,391 14.76%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公司航空性業務收入合計為人民幣1,084,160,000元，航空

性業務扣除營業稅金及徵費後的淨收入為人民幣1,051,635,000元，均較上年同期

增長14.76%。

受益於飛機起降架次的增長及大機型所佔比重的增加，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公

司的飛機起降及相關收費為人民幣426,191,000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7.03%；與飛

機起降架次增長同步，本公司上半年的旅客服務費收入（主要系按出港飛機座位

數目的一定比例計算和收取）為人民幣347,234,000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11.18%。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公司的機場費收入為人民幣310,735,000元，較上年同期增

長15.83%，有關機場費收入的詳細信息，載於財務報告附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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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航空性業務綜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變化

特許經營收入 207,760 142,115 46.19%

　地面服務 12,143 — —

　配餐 2,141 — —

　零售 92,034 73,500 25.22%

　廣告 77,351 48,000 61.15%

　餐飲 24,091 20,615 16.86%

租金收入 105,138 70,817 48.46%

停車 26,737 22,956 16.47%

其他 10,336 7,191 43.74%

地面服務設施使用費及

　地面服務收入 — 116,759 -100.00%

航空配餐 — 39,991 -100.00%

維修 — 15,189 -100.00%

非航空性業務總收入合計 349,971 415,018 -15.67%

減：營業稅金及徵費 (23,112) (18,806) 22.90%

非航空性業務扣除營業稅及

　徵費後淨收入 326,859 396,212 -17.50%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公司非航空性業務收入合計為人民幣349,971,000元，較上

年同期減少 15.67%。非航空性業務扣除營業稅及徵費後淨收入為人民幣

326,859,000元，較上年同期減少17.50%。

因本公司轉出北京博維航空設施管理有限公司（「博維公司」）、北京空港航空地面

服務有限公司（「地服公司」）及北京空港配餐有限公司（「配餐公司」）股權，本公司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的非航空性業務不再包含維修收入、地面服務設施使用費及地

面服務收入以及配餐收入，而只包含特許經營收入、租金收入、停車收入及其

他。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公司繼續積極拓展非航空性業務，主要措施包括，增加航

站樓內自動提款服務設施和外幣匯兌服務點、手機租賃等便利服務內容、結合

「3.15」消費者權益日及在世界盃賽事期間加大對航站樓內品牌商和服務內容的宣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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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公司的特許經營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了46.19%，達到人民

幣207,760,000元。其中本公司開始對地面服務和配餐業務收取特許經營費，因而

增加收入約人民幣14,284,000元；零售業務受業務發展的影響，特許經營收入較

上年同期增加25.22%，  達到人民幣92,034,000元。廣告業務因採取一系列措施，

包括增加懸掛類廣告、實物展示廣告形式，重新規劃戶外廣告資源，減少能源媒

體廣告，多開發平面媒體等綜合提高廣告的整體價值，使廣告特許經營收入較上

年同期增長61.15%，達到人民幣77,351,000元。此外，由於旅客流量的迅速增長帶

來積極影響，以及餐飲業務的特許經營商在二零零六年降低了大部份餐飲的銷售

價格，從而吸引顧客，提高旅客滿意度，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餐飲特許經營收入較

上年同期增長了16.86%，達到人民幣24,091,000元。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公司的租金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了48.46%，達到人民幣

105,138,000元。租金收入的增加主要源自於本公司自二零零六年初提高了對樓內

航空公司租戶的租金價格以及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處置了地服公司和配餐公司，

向其收取的租金全額計入本公司租金收入所致（上年同期按投資比例合併後相關

租金的40%計入本集團租金收入）。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受航空流量增長的帶動，北京機場的車流量增長14%，從而

促使本公司的停車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16.47%，達到人民幣26,73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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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成本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營業成本為人民幣631,371,000元，

較上年同期減少了14.56%，以下是各項成本的詳細情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可比數 二零零五年 可比變化 變化

（註）

成本：

　折舊 238,689 239,363 248,961 -0.28% -4.13%

　員工費用 17,286 52,041 159,216 -66.78% -89.14%

　水電動力 93,447 94,771 102,291 -1.40% -8.65%

　修理及維護 70,509 82,701 55,581 -14.74% 26.86%

　貨品及材料成本 1,354 2,699 25,179 -49.83% -94.62%

　航空保安及護衛、

　　綠化環衛、動力能源

　　輔助業務服務成本 114,911 — — — —

　其他成本 95,175 85,338 147,721 11.53% -35.57%

總成本 631,371 556,913 738,949 13.37% -14.56%

註： 二零零五年可比數是同期數據扣除了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合併地服公司、配餐

公司、博維公司相關成本的影響及扣除業務重組中航空安全及護衛業務、動力能源輔助

業務及綠化環衛業務相關成本後的數據。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公司的折舊較上年可比數並無明顯變化。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公司的員工費用為人民幣17,286,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可

比數減少了66.78%，主要是因為：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公司股東大會批准了

重組業務相關資產的轉讓，所涉及的員工自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隨重組業務轉

出，其與公司的勞動合同同時終止，於二零零五財政年度已確認的轉出員工的員

工費用不再由公司承擔，該筆員工費用在二零零六年上半年轉回。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水電動力成本為人民幣93,447,000

元，較上年同期可比數減少了1.4%，主要是由於本公司在報告期內採取了多項節

能措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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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修理及維護成本為人民幣

70,509,000元，較上年同期可比數減少了14.74%，主要是由於本公司在報告期內期

進一步加強了對修理項目的控制和管理。

因年初退出若干業務的直接經營，改由外購服務，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公司

航空保安及護衛、綠化環衛、動力能源輔助業務服務成本為人民幣114,911,000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其他費用為人民幣95,175,000元，

較上年同期可比數增加了11.53%。其他費用主要由業務費、房產稅、租金及保險

費等組成。

若干業務重組及地面服務、航空配餐業務的特許經營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批准了包括轉讓地服公司、配餐

公司股權、轉讓與動力能源輔助業務、航空保安業務相關的若干資產的交易，同

時批准了本公司外購航空保安服務、動力能源輔助服務及綠化環衛服務的交易

（「業務重組」）。

自此，本公司全面實施對北京機場的地面服務、航空配餐業務的特許經營管理：

包括向地面服務及航空配餐業務的特許服務商提供場道、機坪等相關的通用設施

設備，對特許服務商進行統一管理等。

本公司實施的業務重組進一步促進了本公司向機場管理型公司的方向邁進。

參與北京機埸擴建工程

本公司已成立了T3運營的專門項目組，並已就北京機場三號航站樓、第三條跑道

及其他相關設施的擴建工程（「擴建工程」）業務流程、非航空性業務的規劃、開發

和運作等相關細節與建設方進行了深入討論以確保其符合北京機場的整體運營要

求，本公司已開始與母公司就擬收購擴建工程相關資產等事宜進行磋商。

公司發展及下半年展望

因今年夏季北京及周邊地區的雷雨天氣較往年明顯增加，中國民航總局決定在

七月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五日期間，削減往來北京機場的五百八十四個定期航班，

平均每日減少八班。由於減少的航班均為國內航班，且往返北京及相關目的地的

班次較多，故此次航班削減預計不會對旅客出行計劃或對北京機場航空交通流量

的持續增長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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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七月，北京機場的飛機起降架次及旅客吞吐量分別為33,227架次及

4,470,521人次，較上年同期增長9.0%及17.8%，貨郵吞吐量為69,713噸，較上年同

期增長13.6%。

下半年，北京機場的超負荷運行壓力仍將存在。為應對這些挑戰，本公司將組織

和協調航空公司、地面服務公司等各方，制定應急預案和輔以其他必要措施，確

保北京機埸進行的安全、秩序和服務質量。

日前，英國警方挫敗一起針對飛往美國多個航班的恐怖襲擊圖謀。為避免類似事

件的發生，本公司已根據民航總局的指令及相關航空公司的請求，提高機場航空

安全保衛級別，並對若干國際航班實施禁止攜帶一切液體或膠體物質登機的措

施。這些措施有利於進一步加強對旅客和機場運營的安全保障，但同時給部份旅

客帶來旅行不便，有可能對部份地區的交通流量造成輕微的負面影響。

就總體而言，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北京機場的業務量預計將保持持續增長，並將

進一步推動本公司航空性收入和非航空性收入增長。

二零零六年下半年，本公司將持續推進與擴建工程有關的各項工作，包括業務流

程、非航空性業務的規劃、開發和運作等方面，同時，為滿足三號航站樓及相關

設施設備正式運營所需，本公司將開始人才的培養及儲備工作。

中期股利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利每股人民

幣0.03933元（二零零五年中期股利：每股人民幣0.02988元）。

根據本公司章程之規定，派發予本公司內資股股東的股利以人民幣支付，派發予

本公司H股股東的股利以港幣支付。以港幣支付的股利，按宣派股利前一周

（即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四日至八月十八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的

平均匯率進行折算。於該期間人民幣對港幣的平均匯率為港幣1.00元  = 人民幣

1.0265元。故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H股的中期股利為

港幣0.03831元。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至十月三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股東名冊登記。預期中期股利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或之前派發給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四日（星期三）已經登記在股東名冊上的

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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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獲派此次中期股利，尚未登記過戶的H股持有人，必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

二十八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或之前，將過戶檔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

H 股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

合和中心十七樓一七一二至一七一六室。

流動資金情況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347,382,000元，

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相應數值為人民幣556,811,000元。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提供的現金淨額 512,821 408,884

投資活動提供 /（使用）的現金淨額 77,752 (520,854)

　

融資活動（使用）/提供的現金淨額 (800,000) 239,813

匯率變動的影響 (2) (24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209,429) 127,59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556,811 1,274,54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47,382 1,40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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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投資活動與融資活動提供 /（使用）的現金流量如下：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活動

　購買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 (297,001) (354,101)

　處置部份資產及債務的淨現金流入 /（流出） 277,794 (65,677)

　原到期日在三個月至一年之間的

　　定期存款的減少 /（增加） 100,000 (100,000)

融資活動

　借入短期銀行借款 500,000 1,150,000

　償還短期銀行借款 (1,300,000) (750,000)

　股息支付 — (160,187)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短期和長期借款為零。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比率 0.96 0.89

速動比率 0.95 0.88

股東權益比率 79.96% 75.41%

資產負債比率 20.04% 24.59%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重大資產抵押。

收購與出售

除以下事項外，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未有由對附屬

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購併及處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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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三月，經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處置了地服公司及配餐公司的權

益，處置取得的收益為人民幣17,498,000元。

重大投資及重大投資計劃

除以下披露外，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董事會未獲知

任何需以披露的重大投資或融資計劃詳情。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經董事會批准並公告，本公司擬出資人民幣50,000,000元組

建首都機場集團財務公司（「財務公司」）。依據股東出資協議，相關資本繳足後本

公司將佔有財務公司10%的權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財務公司的組

建正在進行之中。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並無贖回任何股份，亦無購買

或出售任何本公司的股份。

匯率波動風險和相關套期項目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的匯率波動風險主要來自於以外幣計帳的應收及其他應收款

人民幣50,83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4,994,000元）。本公司

在報告期內沒有進行外幣套期業務。

於報告期內，外國、香港及澳門的航空公司繳付的飛機起降費及有關費用均以外

幣形式收取或以外幣計價，以人民幣結算。這構成本公司匯率風險的主要因素。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的匯兌損失為人民幣147,000元，該等匯率波動將不會對本公

司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重大或有負債。



— 26 —

員工及員工福利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員工人數與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比較

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員工總數 1,342 7,984

合同制員工 755 3,084

臨時工 　587 　4,900

員工人數大量減少主要是因為報告期內，本公司實施了業務重組，根據航空保安

資產轉讓協議及能源動力與垃圾污水處理資產轉讓協議以及公司與相關員工就合

同變更達成的一致意見，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相關資產所涉及的員

工的勞動合同同時終止；以及同時本公司處理了地服公司和配餐公司股權，導致

合併人數減少。

本公司員工的薪酬由公司管理層根據市場有競爭力的薪酬標準確定，主要由基本工

資和績效工資兩部份組成。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本公司的員工

成本為人民幣17,286,000元。

重大訴訟或仲裁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概未涉入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

委託存款及逾期定期存款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存於金融機構或其他單位的存款沒有包括任何

委託存款或已到期但本公司未能取回的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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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權益、淡倉及證券交易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存放之本公司登記冊

記錄，本公司董事、監事、最高行政人員概無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的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權

益或淡倉，或根據香港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公司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之權益或淡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

本公司董事、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其聯繫人等亦無授予或行使上述權利。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審閱了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的中期賬

目，同意有關賬目的會計處理原則和方法，並已儘量確定有關披露的財務數據符

合適用的會計準則香港交易所及香港法律的有關規定。

公司管治及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建立並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守則條文。

對《標準守則》的遵守

本公司制定了《董事及公司員工證券交易守則》，該守則條款的嚴格性，不遜於《標

準守則》所要求的標準。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嚴格

執行了《董事及公司員工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所有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確認他們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已經遵守了標準守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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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營業地址及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的代理人

本公司自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起，變更其在香港的營業地址及接受送達法律

程序文件的代理人為：西蒙斯律師行，其地址為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2號長江集

團中心35字樓。

承董事會命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王戰斌

董事長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國•北京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王戰斌先生、王家棟先生及王鐵鋒先生，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多米尼克•帕尼爾先生、陳國興先生及高世清先生，而本

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龍濤先生、鄭慕智先生及鄺志強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英文虎報 /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