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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編號：0694）

二零零八年中期業績公告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審閱的於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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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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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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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0,820 7,986,574

土地使用權 215,524 218,155

無形資產 20,489 23,437

聯營公司投資 24,689 25,802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896 14,658

非流動資產合計 8,146,418 8,26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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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存貨 11,807 13,2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6 4,249,494 863,741

衍生金融資產 7 3,3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05,565 3,134,996

流動資產合計 6,370,166 4,011,947

資產合計 14,516,584 12,280,573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 4,330,890 4,046,150

股本溢價 4,602,735 3,032,824

資本公積 300,000 300,000

法定盈餘公積及任意盈餘公積 12(a) 1,933,015 1,718,655

未分配盈餘 1,114,211 1,641,383

權益合計 12,280,851 10,739,01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退休福利負債 43,014 40,418

遞延收益 21,275 10,940

非流動負債合計 64,289 5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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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8 2,158,945 1,174,815

當期所得稅負債 10,985 313,771

退休福利負債即期部分 1,514 1,617

流動負債合計 2,171,444 1,490,203

負債合計 2,235,733 1,541,561

權益及負債合計 14,516,584 12,280,573

流動資產淨值 4,198,722 2,521,74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345,140 10,79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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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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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航空性業務 4 1,297,689 1,225,673

　非航空性業務 4 716,675 436,954

2,014,364 1,662,627

營業稅金及徵費
　航空性業務 (42,045) (39,712)

　非航空性業務 (46,631) (26,361)

(88,676) (66,073)

經營費用
　租賃費用 (586,162) (5,294)

　維護及修理 (263,518) (40,614)

　水電動力 (213,195) (103,200)

　折舊及攤銷 (205,661) (276,934)

　航空安全及保衛費用 (158,899) (115,030)

　員工費用 (139,832) (80,269)

　綠化及環衛費用 (90,439) (40,845)

　運行服務費 (66,852) (25,849)

　不動產稅及其他稅賦 (47,882) (27,585)

　其他費用 (97,285) (31,734)

(1,869,725) (747,354)

其他收入 10 23,285 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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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利潤 9 79,248 850,588

財務費用 — (4,989)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 209

除所得稅前利潤 79,248 845,808

所得稅費用 11 (22,930) (279,144)

除所得稅後利潤 56,318 566,664

每股盈利
　— 基本和攤薄（人民幣元） 13 0.014 0.140

股息
中期擬派股息 12(b) — 16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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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

法定盈餘

公積及任意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公積 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權益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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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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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利潤 — — — — 566,664 566,664

股息
　— 二零零六年期末股息 — — — — (357,032) (357,032)

提取法定盈餘公積及任意盈餘公積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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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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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擬派中期股息 12(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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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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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餘額 4,046,150 3,032,824 300,000 1,718,655 1,641,383 10,739,012

本期間利潤 — — — — 56,318 56,318

增發新股 5 284,740 1,569,911 — — — 1,854,651

股息
　— 二零零七年期末股息 — — — — (369,130) (369,130)

提取法定盈餘公積及任意盈餘公積 12(a) — — — 214,360 (214,360) —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餘額 4,330,890 4,602,735 300,000 1,933,015 1,114,211 12,280,851

代表：

股本及儲備 4,330,890 4,602,735 300,000 1,933,015 1,114,211 12,280,851

二零零八年擬派中期股息 12(b) — — — — — —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餘額 4,330,890 4,602,735 300,000 1,933,015 1,114,211 12,28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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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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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本公司大部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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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簡明財務資料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
十六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簡明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未經審計簡明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一併
閱讀，該財務報表是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

3. 會計政策

編製本未經審計之簡明財務資料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見有關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
外。

以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必須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首次採納，惟目
前與本公司無關。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1「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2「服務特許權安排」。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4「國際會計準則19－界定福利資產之限制，最低
資金要求及其相互關係」。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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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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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分析（按類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航空性業務：
　飛機起降及相關收入 461,152 478,704

　旅客服務費 482,159 393,230

　機場費 354,378 353,739

1,297,689 1,225,673

非航空性業務：
　特許經營收入 473,370 282,530

　租金 206,554 110,212

　停車服務收入 24,225 32,362

　其他 12,526 11,850

716,675 436,954

收入總計 2,014,364 1,66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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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普通股股數 賬面價值 普通股股數 賬面價值
（千股） 人民幣千元 （千股） 人民幣千元

已註冊、發行並認繳
　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之內資股 2,451,526 2,451,526 2,480,000 2,480,000

　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之H股 1,879,364 1,879,364 1,566,150 1,566,150

於六月三十日 4,330,890 4,330,890 4,046,150 4,046,150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本公司以每股港幣7.45元發行313,214,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
的H股股票，其中28,474,000股由首都機場集團公司所持的內資股置換發行，另外
284,740,000股為向機構投資者定向發行。此次發售共募集資金約為人民幣1,854,651,000

元（港幣2,093,120,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全部發行的普通股股份為4,330,890,000股（二零零七年：
4,046,15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1元）。所有發行之股份均
已認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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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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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 1,260,130 674,921

　－關聯方 290,291 151,423

1,550,421 826,344

減：應收賬款減值準備 (10,813) (5,291)

1,539,608 821,053

預付母公司賬款（附註b） 2,651,600 —

預付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51,035 35,437

應收關聯方款項 7,251 7,251

4,249,494 863,741

(a) 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以內 893,053 656,161

四至六個月 371,276 122,336

七至十二個月 260,551 31,243

十二個月以上 25,541 16,604

1,550,421 826,344

給予每一位商業客戶的信用期間是個別確定的，一般為一至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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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等款項乃根據本公司與首都機場集團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簽署的資
產轉讓補充協議（《資產轉讓補充協議》），預付首都機場集團公司用於收購其所擁
有的三期項目資產的款項。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尚未獲得有關政府
機構的批准以完成該建議收購。

7. 衍生金融資產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遠期結匯協議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損益的衍生工具 3,300 —

該等衍生金融資產為尚未結清之與一家國有銀行簽訂的遠期結匯協議，以出售港幣約
1,500,000,000元而獲得人民幣。該等協議將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到期。於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該等遠期結匯協議的收益確認於損益表的其他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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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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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5 8,239

其他應付款
應付母公司過渡期間資產
　使用費款項（附註b） 530,621 —

應付關聯方款項 415,111 199,327

應付工程項目款 329,077 471,240

應付母公司股息 226,250 —

應付維修費 168,556 97,134

薪酬及應付福利 97,526 69,132

應付保證金 91,949 27,074

代表華北空中交通管理局
　收取之款項（附註c） 71,509 71,170

應付營業稅 48,075 54,536

應付職工住房補貼（附註d） 12,313 12,024

其他 163,893 164,939

2,154,880 1,166,576

2,158,945 1,174,815

(a) 所有應付賬款的賬齡均在一年以內。

(b) 應付母公司過渡期間資產使用費款項為依照資產轉讓補充協議於二零零八年三月
二十六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過渡期間內使用三期項目資產應支付的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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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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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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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一次性住房補貼屬於一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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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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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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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76 258,751

　－已經作為經營性租賃

　　　租出的自有資產 7,341 9,179

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
　設備處置損失／（收益） 1,767 (3,636)

土地使用權攤銷 2,631 2,612

無形資產攤銷 5,213 6,392

經營性租賃支出
　－三期項目資產（附註8(b)） 530,621 —

　－飛行區資產 48,373 —

　－土地使用權 3,382 3,382

　－房屋建築物 3,786 1,912

應收賬款減值準備計提／（轉回） 6,422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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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21,098 1,388

遠期結匯協議之公允值收益 3,300 —

聯營公司投資之減值（附註a） (1,113) —

23,285 1,388

(a)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該聯營公司正在清算中。管理層評估了該投資的可回
收金額，確認應計提減值準備人民幣1,113,000元。

11. 所得稅費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須就採用適用於中
國企業的會計準則及財務規定編製的法定賬面所示之應課稅收入繳納稅率為25%之企

業所得稅（二零零七年：3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款 23,168 281,665

遞延所得稅 (238) (2,521)

22,930 27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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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利潤分配

(a) 法定盈餘公積及任意盈餘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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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建議提取的人民幣214,360,000元（除所
得稅後淨利潤的20%）任意盈餘公積金，已記錄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財務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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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可供
分配之淨利潤為人民幣867,090,000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
1,392,958,000元）。

(b)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擬派發的股息
中期股息（人民幣千元） — 166,782

中期每股股息（人民幣元） — 0.04122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二零零七年：人民幣166,78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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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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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的利潤
　（人民幣千元） 56,318 566,664

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077,788 4,046,150

基本每股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014 0.140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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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多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北京機場」）的航空交通流量在二零零八年
上半年並未能獲得預期的增長。為治理航班延誤、確保航空安全，中國民用航空局（「民航
局」）決定在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七日期間及二零零七年十月底至二零零八年
三月底期間，分批調減往來北京機場的國內航班。該等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北京
機場相關期間內的航空交通流量的增長。同時，由於全球經濟增長放緩造成航空市場需求
減弱；航空油料價格高昂導致若干航空公司取消部分航班或延緩增加航班，亦在一定程度
上影響了北京機場航空交通流量的增長。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北京機場飛機起降架次較上
一年同期下降0.7%，旅客吞吐量和貨郵吞吐量分別較上一年同期增長0.4%和28.4%。詳細
信息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變化

飛機起降架次（單位：架次） 199,830 201,222 -0.7%

　國內 150,720 152,278 -1.0%

　國際及港澳地區 49,110 48,944 0.3%

旅客吞吐量（單位：千人次） 26,062 25,965 0.4%

　國內 19,481 19,973 -2.5%

　國際及港澳地區 6,581 5,992 9.8%

貨郵吞吐量（單位：噸） 638,000 496,844 28.4%

　國內 333,000 274,638 21.3%

　國際及港澳地區 305,000 222,206 37.3%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在北京機場運營的航空公司客戶共79家，包括國內航空公司
19家，港澳地區航空公司5家，外國航空公司5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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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標的資產啟用及航空公司轉場運營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北京機場第三期標的資產（註1）開始試運行，三月二十六日正式
投入運行。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等27家中外航空公司的航班進入三號航站樓運營。五月二十
日，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等3家國內航空公司航班由一號航站樓轉入二號航站樓運營。六月三
十日，海南航空公司等4家國內航空公司由二號航站樓轉入一號航站樓內運營。上述啟用及
轉場工作均圓滿順利完成。

目前，北京機場成為三條跑道、三座航站樓同時運行的機場，客運設計吞吐能力由原有的
3,500萬人次／年提升至7,800萬人次／年，貨郵設計吞吐能力由原有的78萬噸／年提升至
180萬噸／年。航站樓內的可用商業面積較現有商業面積亦有超過兩倍的增長。第三期標的
資產啟用以來，本公司以全新的設施和良好的環境為航空公司及旅客提供優質服務，特別
是為旅客締造愉快舒適、高效安全的機場體驗。據國際機場協會的初步調查數據顯示，北
京機場的旅客總體滿意度在二零零八年二季度於4,000萬以上旅客流量的機場中排名世界第
五。

註1： 第三期標的資產：指由母公司擁有並構成本公司根據資產轉讓協議（經資產轉讓補充協議所修訂）

向母公司收購的標的資產，包括但不限於第三期項目（註2）的飛行區資產、三號航站樓及相關資

產，機場範圍內道路、捷運系統、商業面積及其他相關設備、機械及設施等、三號航站樓及配套

建築物所在地的土地使用權。

註2： 第三期項目：指本公司營運北京首都機場現有設施的擴建工程，其中包括建設三號航站樓、捷運

系統、新機場跑道、飛行區、貨物處理區、支持運輸系統、水力供應系統、電力供應系統及燃氣

供應系統及經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批准的其他設施，例如T3C（國際候機指廊）及地面交通中

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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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性業務收入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飛機起降及相關收費 461,152 478,704 -3.67%

旅客服務費 482,159 393,230 22.62%

機場費 354,378 353,739 0.18%

航空性業務收入合計 1,297,689 1,225,673 5.88%

減：營業稅金及徵費 (42,045) (39,712) 5.87%

航空性業務扣除營業稅金

　及徵費後淨收入 1,255,644 1,185,961 5.88%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航空性業務收入合計為人民幣1,297,689,000元，航空性業務
扣除營業稅金及徵費後淨收入為人民幣1,255,644,000元，分別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5.88%和

5.88%。

自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起，根據民航局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民用機場收費改革方案》
的規定，北京機場開始實施新的收費標準及政策。根據該方案，原先區分中外航空公司所
收取的飛機起降及相關收費、旅客服務費等收費項目在結構和標準方面均有明顯調整。受
此影響，本公司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飛機起降及相關收費為人民幣461,152,000元，較上一
年同期減少了3.67%，而旅客服務費收入為人民幣482,159,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22.62%，與同期飛機起降架次和旅客吞吐量的變動情況並未同步。本公司二零零八年上半
年機場費收入為人民幣354,378,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0.18%，與旅客吞吐量的增長基
本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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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航空性業務收入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特許經營收入 473,370 282,530 67.55%

　廣告 272,453 112,159 142.92%

　零售 159,179 128,317 24.05%

　餐飲 33,928 27,407 23.79%

　地面服務 6,973 10,958 -36.37%

　配餐 — 2,490 -100.00%

　其他特許經營收入 837 1,199 -30.19%

租金 206,554 110,212 87.42%

停車服務收入 24,225 32,362 -25.14%

其他 12,526 11,850 5.70%

非航空性業務收入合計 716,675 436,954 64.02%

減：營業稅金及徵費 (46,631) (26,361) 76.89%

非航空性業務扣除營業稅金及

　徵費後淨收入 670,044 410,593 63.19%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受益於三號航站樓投入使用後可用商業資源的大幅增加，本公司的非
航空性業務收入呈現快速增長，達到人民幣716,675,000元，非航空性業務扣除營業稅金及
徵費後淨收入為人民幣670,044,000元，分別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64.02%和63.19%。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特許經營收入為人民幣473,370,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67.55%。其中，零售、餐飲商業面積隨三號航站樓啟用而自三月起較去年同期有超過一倍
的增長，雖然一號和二號航站樓的零售、餐飲業務收入因眾多航空公司轉入三號航站樓而
呈現下降，但就總體而言，零售特許經營收入和餐飲特許經營收入仍分別較上一年同期增
長了24.05%和23.79%，分別為人民幣159,179,000元和人民幣33,928,000元；由於三號航站
樓的啟用帶來廣告資源的大幅增加，以及自二零零八年起提高了一號、二號航站樓部分廣
告媒體價格，廣告特許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272,453,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大幅度增長了
142.92%。由於自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起，根據民航局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民用機場
收費改革方案》的規定開始實施新的收費標準及政策，民航局尚未批覆地面服務及配餐特許
經營收費標準，因此本公司尚未與相關公司簽訂特許經營合同，未確認相關的特許經營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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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租金收入為人民幣206,554,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87.42%，主要是由於自二零零八年三月起，三號航站樓投入運營，租賃面積大幅增加，以
及三號航站樓內租賃價格較一號、二號航站樓提高所致。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停車服務收入為人民幣24,225,000元，較上一年同期減少了
25.14%。由於自二零零八年三月起，三號航站樓投入運營，大部分車流轉入三號航站樓前
新啟用的地面交通中心(GTC)。GTC由母公司擁有，相應停車服務收入及運營成本均歸屬
於母公司。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12,526,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5.70%。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本公司受母公司之委託管理三號航站樓前GTC的管理費收入，以
及航站樓內證件辦理收入等。

經營費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賃費用 586,162 5,294 10,972.19%

維護及修理 263,518 40,614 548.84%

水電動力 213,195 103,200 106.58%

折舊及攤銷 205,661 276,934 -25.74%

航空安全及保衛費用 158,899 115,030 38.14%

員工費用 139,832 80,269 74.20%

綠化及環衛費用 90,439 40,845 121.42%

運行服務費 66,852 25,849 158.63%

不動產稅及其他稅賦 47,882 27,585 73.58%

其他費用 97,285 31,734 206.56%

經營費用合計 1,869,725 747,354 150.18%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主要受第三期標的資產啟用的影響，本公司的經營費用為人民幣
1,869,725,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1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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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租賃費用為人民幣586,162,000元，主要是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
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期間內，向母公司租賃使用第三期標的資產
的飛行區資產而需向母公司支付租賃費用，以及根據第三期標的資產在過渡期間的使用安
排，於第三期標的資產啟用後，本公司需向母公司支付過渡期間的第三期標的資產使用費
所致。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維護及修理費用為人民幣263,518,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
了548.84%，主要是由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第三期標的資產啟用，以及航空公司轉場運營工
作過程中，對系統、設備和部分建築設施等進行維護而帶來成本的大幅增加。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因第三期標的資產投入運營導致水電動力成本大幅增長，本公司的水
電動力費用為人民幣213,195,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106.58%。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折舊及攤銷為人民幣205,661,000元，較上一年同期減少了
25.74%，折舊及攤銷的減少主要是由於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本公司調整了部分固定
資產折舊年限所致。經本公司對現有房屋及建築物、跑道等固定資產使用狀況進行勘查，
以及考慮到第三期標的資產投入使用後，將可極大地緩解現有設施的運行壓力，從而將上
述固定資產的損耗程度基本控制在現有水平，本公司調整了上述固定資產的預計可使用年
限。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航空安全及保衛費用為人民幣158,899,000元，較上一年同期
增長了38.14%，主要是因為第三期標的資產啟用後對航空安全保衛服務的需求增加所致。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員工費用為人民幣139,832,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74.20%，主要是因為本公司員工人數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以及工作量增加所致。為應對第三
期標的資產投入運營，本公司員工人數自二零零七年下半年開始有所增加；同時，在第三
期標的資產啟用、航空公司轉場運營過程中，員工工作量及工時大量增加。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綠化及環衛費用為人民幣90,439,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121.42%。主要是由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第三期標的資產投入運營，綠化環衛工作量大幅增
加所致。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運行服務費為人民幣66,852,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158.63%，主要是由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第三期標的資產投入運營，對新增旅客服務系統及
設備等進行運行而帶來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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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不動產稅及其他稅賦為人民幣47,882,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
長了73.58%，主要是由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第三期標的資產投入運營，本公司承擔了第三
期標的資產相關稅費所致。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的其他費用為人民幣97,285,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
206.56%，主要是由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第三期標的資產投入運營，相關耗材費、培訓費等
大幅增加，以及航站樓內、飛行區等消防、防汛等業務增加所導致。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展望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奧運會及殘奧會於八月八日至九月十七日期間相繼在北京舉行。鋻於
北京機場是北京奧運會重要的非競賽場館之一，本公司對此給予高度重視，積極協調各方
圓滿完成了北京機場的奧運保障工作，為各國政要、奧運代表團及其他所有來往北京機場
的旅客提供安全、高效、優質的服務以及愉悅、舒適、便捷的機場體驗。同時，本公司亦
借奧運會召開之機全面提升本公司的運營管理能力、服務品質和全體員工的素質。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北京機場航空交通流量的發展趨勢預期仍將主要受宏觀經濟環境的影
響。二零零八年七月至八月，北京機場的航空交通流量的表現仍不夠理想。但三號航站樓
啟用後，民航局正逐步放開對北京機場航班量的限制；奧運會後商務旅行和旅遊需求也可

望繼續增長，因此，預期北京機場今年餘下數月的航空交通流量將優於此前的表現。

由於新航站樓啟用後帶來航站樓內商業面積較以往超過兩倍的增長，本公司二零零八年下
半年將積極規劃非航空性資源的使用，繼續加強與現有特許經營商的合作和市場推廣，引
入多元化的商業品牌，提供舒適的購物環境，開發非航空性業務的發展潛力，進一步提升
非航空性業務的收入貢獻。

第三期標的資產啟用後，本公司各項運營成本均呈現大幅增加。由於有關資產於三月份開
始投入使用，因而預期下半年本公司所面臨成本方面的壓力將更為明顯。同時，受累於年
初以來北京機場航空交通流量發展的不如人意，本公司可能面臨較原先所預想的更為嚴峻
的困難，但本公司管理層相信，這種艱難局面並不會長期持續存在。

中期股利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利（二零零七年中期股利：
每股人民幣0.041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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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情況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2,105,565,000元，而於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相應數值為人民幣3,134,996,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短期及長期借款餘額。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比率 2.93 2.69

資產負債比率 15.40% 12.55%

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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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提供的現金淨額 84,546 1,784,930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2,810,716) (427,911)

融資活動提供／（使用）的現金淨額 1,711,771 (145,357)

匯率變動的影響 (15,032) (1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029,431) 1,211,54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134,996 152,81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105,565 1,36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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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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活動：
　支付標的資產轉讓之預付款予母公司 (2,651,600) —

　購買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 (179,140) (430,103)

　購買無形資產 (3,846) —

　收到的利息 21,098 1,388

　處置部份資產及債務的淨現金流入 2,772 416

　收到的股息 — 388

融資活動：
　增發普通股收到的現金 1,854,651 —

　股息支付 (142,880) (455,357)

　借入短期銀行借款 — 229,793

　償還短期銀行借款 — (229,793)

　收到母公司改造工程撥款 — 310,000

本報告期間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為人民幣2,810,716,000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人民
幣2,382,805,000元，主要是由於根據本公司與首都機場集團公司（「母公司」）簽署的關於第
三期標的資產的《資產買賣協議之補充合同》，本公司向母公司支付標的資產轉讓之預付
款。

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有關民航機場管理建設費（即機場費）的徵收期延期至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根據財政部一九九九
年十月九日的批文，將北京機場費的50%確認為收入。本公司將隨時關注有關機場費之政
策調整，如有更新信息將及時以公告告知各位股東。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重大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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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與出售

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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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母公司簽署了關於第三期項目的《資產買賣協議之補
充合同》，以修訂本公司與母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簽訂的《資產買賣協議》的若干
條款。除《資產買賣協議之補充合同》所載修訂以外，資產買賣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維持不
變及有效。據此補充協議，本公司將向母公司收購包括但不限於，第三期項目的飛行區資
產、三號航站樓、三號航站樓相關資產、機場範圍內道路、捷運系統、商業面積及其他相
關設備、機械及設施等、三號航站樓及配套建築物所在地的土地使用權及有關權利及債
務。該協議項下的第三期標的資產的評估報告已予以更新。同時，由於第三期標的資產將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正式運行，在未取得該協議項下標的資產轉讓所需的全部批准
之前，為確保本公司順利運營第三期標的資產，母公司同意提供第三期標的資產予本公司
於過渡期間內使用，作為收購完成前的一項過渡性安排。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上述資產收購交易的若干條件尚未全部滿足，收購尚未完成。

母公司正在履行有關程序，以獲得有關政府部門對上述交易的批准。本公司與母公司將在
獲得標的資產轉讓所需的全部批准後商議確定標的資產收購日期及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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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為收購第三期標的資產而建議的融資安排如下：

(a) 建議股權融資金額為約人民幣80億元；

(b) 承擔部分第三期標的資產項下的母公司歐洲投資銀行貸款、其他銀行或金融機構借款
及其他債務融資、接收工程應付款等累積金額不超過人民幣170億元，其中歐洲投資銀
行貸款不超過人民幣40億元（上述債務融資的具體金額由當時市場情況的變動決定）；
及

(c) 餘額約人民幣20億元由本公司營運資金支付。

取決於市場情況，本公司或將調整上述融資方式的具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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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資產收購交易的部分條件未滿足，有關為第三期項目標的資產投資而作出的債務融資
及股權融資安排仍處於籌備階段，尚未實施。

除上述披露信息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概無任何其他
重大投資、重大投資計劃及重大融資計劃。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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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購買某些設備、商品及材料及支付諮詢費使用美元及港幣外，本公司的業務主要以人民
幣進行結算。派發給H股股東的股利以人民幣宣派，以港幣支付。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通過簽訂出售港幣以獲取人民幣的遠期結匯協議以減少外匯波動對本
公司的影響。上述遠期結匯協議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份完成。除上述披露外，於報告期
間，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其他外幣套期業務。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以外幣（主要為美元、港幣）計價的資產及負債包括，約
人民幣1,353,378,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235,000元）的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約人民幣5,065,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6,188,000元）的應收及其
他應收款，約人民幣2,375,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6,000元）的應付及
其他應付款。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的匯兌損失為人民幣14,821,000元，該等匯兌損失主要為本公司於二零
零八年六月十日完成在香港市場配售313,214,000股H股的募集資金所得港幣，在向國家外
匯管理局申請結匯並按照其批准完成結匯前的期間內人民幣升值所致。

或有負債

除以下披露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其他重大或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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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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問題後果仍未決。該問題可能對本公司造成之財務影響（如有）將取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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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未經審計之簡明財務報表中尚未就解決該問題所需之任何成本作
出撥備。

員工及員工福利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員工人數與上一年同日之比較數據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員工人數 1,734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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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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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本公司按每股港幣7.45元的價格配售了313,214,000股H股。配售股
份包括：(1)發行284,740,000股新股；及(2)依據《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
法》，母公司減持國有股劃轉予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並轉為H股出售28,474,000股。所
配售的股份數目分別約佔配售前現有已發行的H股及本公司註冊資本的19.999%及7.74%，
及約佔本公司經配售擴大後H股及本公司總註冊資本的16.67%及7.23%。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本公司的總股本數為4,330,890,000股，其中H股為1,879,364,000股，內資股為
2,451,526,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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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之總股本為4,330,890,000股，其中：

佔已發行

股數 總股份比例

內資股 2,451,526,000 56.61%

H股 1,879,364,000 43.39%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權益、淡倉及證券交易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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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所指的相關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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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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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共有四名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由鄺志強先生出任主席。鄺志強先
生、董安生先生、王曉龍先生和羅文鈺先生在財務、法律及證券事宜方面具有豐富的經
驗，其中鄺志強先生為會計師。核數師定期參加審核委員會會議，如有需要，他們可單獨
進行溝通。

審核委員會通過審閱本公司的財務申報制度、內部監控程序、考慮公司審計事宜等來履行
董事會所授予的監督職責。審核委員會每年至少有兩次會議，以審閱核數師報告、本公司
審計工作、聽取內部審計部門的報告以及在承保並建議董事會批准之審閱本公司的中期及
年度賬目。

審核委員會負責對本公司內部監控系統及風險管理水平進行檢討和評估。

審核委員會審閱了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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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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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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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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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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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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確認他們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已經履行了標準守則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王家棟

董事長

中國，北京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 王家棟先生、董志毅先生
非執行董事： 陳國興先生、高世清先生、趙璟璐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鄺志強先生、董安生先生、羅文鈺先生、王曉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