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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編號：0694）

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公告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已由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的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的本公

司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連同二零零六年相應時期未經審計的比較數字呈列如下：

未經審計簡明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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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6,943 8,213,966

土地使用權 220,768 223,380

無形資產 25,081 12,123

聯營公司投資 26,495 26,674

遞延所得稅資產 23,693 21,172

非流動資產合計 8,292,980 8,49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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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存貨 12,671 13,93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5 3,013,660 3,400,37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64,367 152,818

流動資產合計 4,390,698 3,567,129

資產合計 12,683,678 12,064,444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4,046,150 4,046,150

股本溢價 3,032,824 3,032,824

法定盈餘公積及任意盈餘公積 11(a) 1,611,475 1,408,155

未分配盈餘 1,352,522 1,346,210

權益合計 10,042,971 9,833,339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退休福利負債 46,624 46,624

遞延收益 12,647 14,354

非流動負債合計 59,271 6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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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6 1,336,540 1,318,273

應付票據 7 1,062,781 531,057

當期所得稅負債 180,712 319,394

退休福利負債即期部分 1,403 1,403

流動負債合計 2,581,436 2,170,127

負債合計 2,640,707 2,231,105

權益及負債合計 12,683,678 12,064,444

流動資產淨值 1,809,262 1,397,0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102,242 9,89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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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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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航空性業務 4 1,225,673 1,084,160

　非航空性業務 4 436,954 349,971

1,662,627 1,434,131

營業稅金及徵費

　航空性業務 (39,712) (32,525)

　非航空性業務 (26,361) (23,112)

(66,073) (55,637)

經營費用

　折舊及攤銷 (276,934) (243,410)

　航空安全及保衛費用 (115,030) (82,946)

　水電動力 (103,200) (93,447)

　員工費用 (80,269) (26,395)

　修理及維護 (63,259) (70,509)

　綠化及環衛費用 (40,845) (38,120)

　不動產稅及其他稅賦 (27,585) (25,040)

　一般、行政管理及其他費用 (40,232) (32,496)

(747,354) (612,363)

其他收益 9 1,388 5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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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利潤 8 850,588 819,323

財務費用 (4,989) (12,613)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209 143

除所得稅前利潤 845,808 806,853

所得稅費用 10 (279,144) (251,683)

除所得稅後利潤 566,664 555,170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66,664 55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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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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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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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股本 股本溢價 任意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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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零五年期末股息 — — — (319,577) (319,577) — (319,577)

提取法定盈餘公積及

　任意盈餘公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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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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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一月一日餘額 4,046,150 3,032,824 1,408,155 1,346,210 9,833,339 — 9,833,339

本期間利潤 — — — 566,664 566,664 — 566,664

股息

　—  二零零六年

　　　 末期股息 — — — (357,032) (357,032) — (357,032)

提取法定盈餘公積及

　任意盈餘公積 11(a) — — 203,320 (203,320) — — —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餘額 4,046,150 3,032,824 1,611,475 1,352,522 10,042,971 — 10,042,971

代表：

股本及儲備 4,046,150 3,032,824 1,611,475 1,185,740 9,876,189 — 9,876,189

二零零七年

　擬派中期股息 11(b) — — — 166,782 166,782 — 166,782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餘額 4,046,150 3,032,824 1,611,475 1,352,522 10,042,971 — 10,04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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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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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本公司的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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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機場」）並提供相關服

務。

2. 編制基準

本未經審計的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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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關規定編制而成。

本未經審計簡明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編制的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計簡明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制二零零六年年度財務報表時是一致的，並

已於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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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年度採

用。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財務報表的列報：資本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29號，嚴重通脹經濟中的

　詮釋公告第7號 　財務報告」下的重列法」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範圍，以股份為基礎的

　詮釋公告第8號 　支付」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勘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公告第9號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報告和減值」

　詮釋公告第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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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評估了這些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公告對本公司經營的相關性，認定如下準則修

訂及詮釋公告與本公司有關：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 財務報表的列報：資本披露」，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以

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本公司將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中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的要求進行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

期間生效。本公司將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中按照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要求進行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公告第10號「中期財務報告和減值」，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本公司已經對相關減值的評估進行了檢討，並認定該

詮釋對本未經審計簡明財務資料無重大影響。

其他準則修訂及詮釋與本公司的營運無關。

本公司雖未提早採納有關已公佈、仍未在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生效的新訂

準則、對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公告，但已就其對本公司的可能影響進行了評估，並預期不會對

本公司的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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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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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並無編制任何分部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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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航空性業務

　旅客服務費 393,230 347,234

　飛機起降及相關收費 478,704 426,191

　機場費 353,739 310,735

1,225,673 1,084,160

非航空性業務

　特許經營收入 282,530 207,760

　租金 110,212 105,138

　停車服務收入 32,362 26,737

　其他 11,850 10,336

436,954 349,971

收入總計 1,662,627 1,43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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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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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840,835 1,210,458

減：應收賬款減值準備 (15,732) (18,266)

825,103 1,192,192

預付賬款 23,391 19,095

預付母公司賬款（附註 b） 2,000,000 2,000,000

應收關聯方款項 148,829 151,369

其他 16,337 37,721

3,013,660 3,400,377

(a) 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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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931 1,202,995

一至二年 5,904 7,463

840,835 1,210,458

給予每個商業客戶的信用期間是個別確定的，一般為三至六個月。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全額收到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應收

機場費餘額，共計人民幣664,816,000元。

本公司擁有眾多的客戶並分散於全球各地，應收賬款沒有集中的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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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等款項為支付給母公司用於收購對北京首都機場現有航空設施的第三期項目（「三期項

目」）的預付款項。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首都機場集團公司簽署了有關

收購三期項目的資產轉讓協議（「資產轉讓協議」），收購金額約為人民幣156.2億元。 於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尚未獲得有關政府部門的批准，未能滿足資產轉讓協議

規定的相關條款，因此本公司未將該三期項目計入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的財務

報表中。

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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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4,184 6,900

其他應付款

應付工程項目款 418,063 511,090

代表華北空中交通管理局收取之款項（附註 b） 103,006 101,483

薪酬及應付福利 26,969 26,917

應付職工住房補貼（附註 c） 12,843 13,388

應付關聯方款項 174,167 196,840

應付母公司款項（附註d） 310,000 —

應付母公司股息 — 98,325

應付保證金 17,766 18,624

應付維修費 68,758 89,346

應付營業稅 109,381 125,318

其他 91,403 130,042

1,332,356 1,311,373

1,336,540 1,31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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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有應付賬款的賬齡均在一年以內。

(b) 該應付款項為本公司代表華北空中交通管理局收取之空中交通管理費、通訊費、天氣預

報等服務費，按照華北空中交通管理局之要求支付。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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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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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d) 該應付款項為收到母公司撥付予本公司用於航空性業務有關的改造工程之款項，不計利

息且無固定償付期限。

7. 應付票據

應付票據均為到期日不超過六個月的銀行承兌匯票，用於支付建設項目及日常經營的費用。

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608,207 186,104

四至六個月 454,574 344,953

1,062,781 53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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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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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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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751 229,727

— 已經作為經營性租賃租出的自有資產 9,179 8,962

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處置（收益）/損失 (3,636) 14,631

土地使用權攤銷 2,612 2,613

無形資產攤銷 6,392 2,108

經營性租賃支出

— 房屋建築物 1,912 2,166

— 土地使用權 3,382 3,382

應收賬款減值準備轉回 2,433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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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1,388 3,867

處置部分資產及負債的淨收益（附註 a） — 17,498

退休福利債務之轉回（附註 a） — 31,827

1,388 53,192

(a) 該收益為本公司轉讓所持有的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務有限公司及北京空港配餐有限公司

權益而獲得的收益及核銷由於本公司外購某些服務而不再直接經營後轉出人員的退休福

利負債。

10. 所得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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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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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 33%）。

於2007年3月1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

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本公司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

率將自2008年1月1日起從目前執行的33%調整為25%。新企業所得稅法對本公司遞延

所得稅資產及負債金額亦有影響。截至本未經審計簡明財務資料批准報出日，國務院

尚未頒佈具體的實施細則，本公司以最佳估計評估了新企業所得稅法對於截至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賬面餘額的影響，並認定不會產生重

大影響。本公司將於上述詳盡法規頒佈後，持續評估相關影響。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款 281,665 246,196

遞延稅款（扣除）/計入 (2,521) 5,487

279,144 25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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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潤分配

(a) 法定及任意盈餘公積金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及本公司章程，本公司將除所得稅後利潤之10%（基於本

公司中國的法定財務報表）撥入法定盈餘公積（除非該基金已達本公司註冊資本之50%以

上），並根據董事會建議提取任意盈餘公積。以上公積金不能用於其他用途，亦不能作

為現金股息分派。

對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建議提取的人民幣203,320,000元任意盈餘公

積金（除所得稅後淨利潤的20%），已在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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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中較低者確定。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可供分配之淨利潤

為人民幣1,151,022,000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1,042,255,000元）。

(b)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擬派發的股息

中期股息（人民幣千元） 166,782 151,269

中期每股股息（人民幣元） 0.04122 0.03933

二零零七年中期股息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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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將列作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未分配盈餘的利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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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股盈利

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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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的利潤（人民幣千元） 566,664 555,170

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046,150 3,846,150

基本每股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14 0.14

由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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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受益於經濟的穩定增長帶動商務旅行及旅遊需求的增長，北京首都國

際機場（「北京機場」）的航空交通流量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其飛機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

及貨郵吞吐量均保持了雙位數的增長。國際及港澳地區航線的交通流量較國內航線呈現出

更高的增幅。詳細信息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化

飛機起降架次（單位：架次） 201,510 179,993 12.0%

　國內 152,050 138,424 9.8%

　國際及港澳地區 49,460 41,569 19.0%

旅客吞吐量（單位：千人次） 25,965 22,459 15.6%

　國內 19,974 17,360 15.1%

　國際及港澳地區 5,991 5,099 17.5%

貨郵吞吐量（單位：噸） 496,000 429,234 15.6%

　國內 273,000 291,521 -6.4%

　國際及港澳地區 223,000 137,713 61.9%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北京機場新增或復航四家國內航空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在北京機場運營的航空公司客戶共七十家，包括國內航空公司十七家，香港及澳門航空公

司三家，外國航空公司五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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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資源擴充及設施改造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已全面完成對現有設施設備的改造工程，包括西跑道停機坪及

滑行道新建、定點除冰坪新建、航站樓值機櫃檯和登機口改造及行李系統擴容改造等，上

述改造工程現均已投入使用，有效地緩解了現有航站樓和飛行區運行資源緊張的狀況。

航空性業務收入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飛機起降及相關收費 478,704 426,191 12.32%

旅客服務費 393,230 347,234 13.25%

機場費 353,739 310,735 13.84%

航空性業務收入合計 1,225,673 1,084,160 13.05%

減：營業稅金及徵費 (39,712) (32,525) 22.10%

航空性業務扣除營業稅金

　及徵費後淨收入 1,185,961 1,051,635 12.77%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航空性業務收入合計為人民幣1,225,673,000元，航空性業務

扣除營業稅金及徵費後淨收入為人民幣1,185,961,000元，分別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13.05%

和12.77%。

與飛機起降架次增長同步，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飛機起降及相關收費為人民幣

478,704,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12.32%，旅客服務費收入為人民幣393,230,000元，較

上一年同期增長了13.25%。由於旅客吞吐量的持續增長，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機場

費收入為人民幣353,739,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13.84%。



— 20 —

非航空性業務收入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特許經營收入 282,530 207,760 35.99%

零售 128,317 90,904 41.16%

廣告 112,159 77,351 45.00%

餐飲 27,407 24,091 13.76%

地面服務 10,958 12,143 -9.76%

配餐 2,490 2,141 16.30%

其他特許經營收入 1,199 1,130 6.11%

租金 110,212 105,138 4.83%

停車服務收入 32,362 26,737 21.04%

其他 11,850 10,336 14.65%

非航空性業務收入合計 436,954 349,971 24.85%

減：營業稅金及徵費 (26,361) (23,112) 14.06%

非航空性業務扣除營業稅金及

　徵費後淨收入 410,593 326,859 25.62%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非航空性收入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達到人民幣436,954,000

元，非航空性業務扣除營業稅金及徵費後淨收入為人民幣410,593,000元，分別較上一年同

期增長了24.85%和25.62%。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特許經營收入為人民幣282,530,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35.99%。其中，由於旅客流量的增長、進行商業店面改造和品牌規劃及適時開展商業營銷

活動，零售特許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128,317,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41.16%；由於提

高部分廣告媒體價格、拓展戶外廣告資源以及廣告空置率進一步降低至接近於零的水平，

廣告特許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112,159,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大幅度增長了45.00%。與業務

量的增長同步，餐飲特許經營收入為人民幣27,407,000元，配餐特許經營收入為人民幣

2,490,000元，其他特許經營收入為人民幣1,199,000元，分別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13.76%、

16.30%和6.11%。地面服務特許經營收入為人民幣10,958,000元，較上一年同期減少了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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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租金收入為人民幣110,212,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4.83%，主要是由於公司過去進行的航站樓內部空間擴充，使得出租面積增加所致。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由於北京市汽車保有量的快速增長及北京機場車流量隨航空流量同步

增長，本公司的停車服務收入為人民幣32,362,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21.04%。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11,850,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14.65%。其他收入主要為行李封包服務收入。

經營費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及攤銷 276,934 243,410 13.77%

航空安全及保衛費用 115,030 82,946 38.68%

水電動力 103,200 93,447 10.44%

員工費用 80,269 26,395 204.11%

修理及維護 63,259 70,509 -10.28%

綠化及環衛費用 40,845 38,120 7.15%

不動產稅及其他稅賦 27,585 25,040 10.16%

一般、行政管理及其他費用 40,232 32,496 23.81%

經營費用合計 747,354 612,363 22.04%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經營費用為人民幣747,354,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22.04%。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折舊及攤銷為人民幣276,934,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13.77%，折舊及攤銷的增長主要是由於去年下半年以來本公司西區改造工程陸續完工，新

增固定資產增加折舊費用所致。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航空安全及保衛費用為人民幣115,030,000元，較上一年同期

增長了38.68%，主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隨消費價格指數同步增長以及北京機場航空流量增

長導致服務量增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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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因航空交通流量增長導致的服務量增長，本公司的水電動力費用為人

民幣103,200,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10.44%。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員工費用為人民幣80,269,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204.11%，較上一年同期可比數增長了18.40%（可比數為扣除有關影響之數字，該影響主要

指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因業務重組，終止與部分員工的勞動合同，轉回相關已確認的員工費

用），主要是因為二零零七年為籌備北京機場第三期擴建項目（指北京機場現有設施的擴建

項目）的運營，本公司員工人數較上一年同期增長所致。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修理及維護費用為人民幣63,259,000元，較上一年同期減少了

10.28%，主要是由於較上一年同期而言，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發生及完成的修理及維護項目

較少所致。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綠化及環衛費用為人民幣40,845,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7.15%。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不動產稅及其他稅賦為人民幣27,585,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

長了10.16%，主要是因為二零零六年下半年以來北京機場西區改造陸續完工，應稅固定資

產增加所致。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由於業務量增長，本公司的一般、行政管理及其他費用為40,232,000

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23.81%。

下半年展望

二零零七年下半年，為減少航班延誤，確保航空安全，中國民用航空總局決定在二零零七

年八月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七日期間，分批調減往來北京機場的國內航班。該等措施在一定

程度上將影響北京機場下半年的飛機起降架次增長，但對公司二零零七年全年財務業績預

計不會造成重大影響。就總體而言，受益於航空市場需求的持續增長，北京機場的航空流

量仍將保持增長趨勢。

下半年，本公司將通過建立安全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制度並落實安全責任，引進新型安全

管理技術，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以及其他多項措施確保安全運行；繼續從包括改善候機環境、

創新服務項目、配合航空公司和政府部門治理航班延誤等多個方面大力提升服務品質。

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本公司將全面推進第三期擴建項目資產啟用的準備工作，包括完成運

行方案、完成設施設備安裝調試、擬訂轉場方案、規劃航空及非航空性業務資源及引進客

戶、服務商和商戶等工作，以確保實現二零零八年年初第三期擴建項目的主要資產投入使

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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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本公司將積極協助各方做好北京機場奧運保障的專項準備，以服務品

質國際化、服務水平專業化為目標加強員工培訓，借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會召開之機全面

提升本公司的運行管理能力和員工素質。

中期股利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派發中期股利每股人民幣0.04122元（二零

零六年中期股利：每股人民幣0.03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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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7元。因此，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每股H股股利為港幣0.4246元。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預計中期股利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或之前派發給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星期二）登記在股東名冊上的股東。

為確保獲派此次中期股利，尚未登記過戶的H股持有人，必須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下午四時或之前，將過戶檔案連同有關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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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716

室。

流動資金情況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1,364,367,000元，而於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相應數值為人民幣347,382,000元。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短期及長期借款餘額。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比率 1.70 1.64

資產負債比率 20.82%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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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現金流量情況，概要如下：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提供的現金淨額 1,784,930 512,821

投資活動（使用）/ 提供的現金淨額 (427,911) 77,752

融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145,357) (800,000)

匯率變動的影響 (113) (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211,549 (209,42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52,818 556,81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364,367 347,382

其中，投資活動與融資活動（使用）/ 提供的現金流量如下：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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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103) (297,001)

處置部份資產及債務的淨現金流入 416 277,794

原到期日在三個月至一年之間的

　定期存款的減少 — 100,000

融資活動：

借入短期銀行借款 229,793 500,000

償還短期銀行借款 (229,793) (1,300,000)

股息支付 (455,357) —

收到母公司改造工程撥款（註） 3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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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該應付款項為收到母公司撥付予本公司用於航空性業務有關的工程之款項，不計利息且無固

定償付期限。

本報告期間經營活動提供的現金淨額為人民幣1,784,930,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人民幣

1,272,109,000元, 主要是由於本報告期間全額收回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機場費餘額

及加強資金管理、採用銀行票據形式支付日常經營費用所致。

二零零七年一月八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財政部」)發出《關於延續農網還貸資金等17

項政府性基金政策問題的通知》，明確繼續保留民航機場管理建設費（即機場費）等政府性基

金，並將會同有關部門對這些政府性基金的徵收使用辦法進行調整和完善。另根據財政部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發出的批文，本公司可將北京機場機場費的50%，確認為收入。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重大資產抵押。

收購與出售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未有對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

購及處置事項。

重大投資、重大投資計劃及重大融資計劃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母公司簽署了關於第三期項目的《資產買賣協議》，

據此協議，本公司將向母公司收購包括第三期項目的飛行區、三號航站樓及機場範圍內道

路、捷運系統及其他相關設施、設備等在建工程、三號航站樓所在地的土地使用權及有關

權利及債務（「第三期標的資產」）。截至本報告之日，協議規定的生效條件中，國家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關於增列本公司為項目法人的核准尚未得到滿足。本公司將隨時保持與相關政

府部門的溝通，以跟進進展，視乎獲得上述核准的時間，該協議項下的第三期標的資產的

評估報告或需更新。同時，考慮到第三期項目中的跑道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底投入試運

行，本公司或將根據實際需要做出適當安排，以確保有關資產順利投入使用，而根據本公

司於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與母公司簽署的非競爭性承諾及選擇權協議（有關內容見於二

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發出的股東通函及本公司首次公開上市的招股說明書）本公司最終仍

將收購第三期項目主要資產。

上述可能的安排將基於有利於公司的運營和發展、符合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而做出，預計

不會對最終的資產收購產生重大影響。有關資產收購的任何進展，本公司將隨時進行披露

以告知各位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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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資產買賣協議部份生效條件未滿足，有關為第三期項目標的資產投資而作出的債權融

資及股權融資安排（該等安排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獲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批准）仍處

於籌備階段，尚未實施。

除上述披露信息外，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概無任何其他重大投資及重大投資計劃。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期間，本公司概無贖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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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幣記帳的應收及其他應收款人民幣

59,798,000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1,9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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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匯兌收益為人民幣268,000元，該等匯率波動不會對公司的財務狀況

及經營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或有負債

除以下披露外，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其他重大或有事項。

本公司董事理解，機場附近有若干居民已向北京市政府就到港及離港飛機所產生之引擎噪

音提出投訴，並要求搬遷及/或賠償。本公司董事亦理解，有關政府當局已著手解決該等投

訴。

截至本期間末，該問題後果仍然未決。該問題可能對本公司造成之財務影響（如有）將取決

於有關各方對該等投訴之最終解決辦法。本公司並無進一步資料得以確定其應承擔的責任

和應付賠償（如有）的金額。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計簡明財務資料

中尚未就解決該問題所需之任何成本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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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及員工福利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員工人數與上一年同日之比較數據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員工總數 1428 1342

　合同制員工 861 755

　臨時工 567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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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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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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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的定期存款。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權益、淡倉及證券交易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貸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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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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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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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審閱了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的中期賬目，並審

閱了有關賬目的會計處理原則和方法。審核委員會認為未經審計簡明財務資料和中期報告

中有關財務資料的披露符合適用的會計準則、香港交易所及香港法律的有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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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企業管治。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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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遜於標準守則要

求的標準。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嚴格執行了《董事及公司員

工證券交易守則》。

經與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詢問，本公司確認他們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已經遵守了標準守則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王家棟

董事長

中國， 北京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構成如下：

執行董事： 王家棟先生，董志毅先生，王鐵鋒先生
非執行董事： 陳國興先生，高世清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龍濤先生，鄭慕智先生，鄺志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