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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莘澍钧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副总经理王旭先生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财务部部长徐宁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2,787,084,231.54 33,202,181,016.40 5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779,048,699.50 29,215,475,240.60 -1.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489,854.48 -195,791,640.3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66,352,981.97 1,636,291,904.53 -4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36,426,541.10 80,577,057.43 -64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36,428,909.50 80,527,007.09 -641.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1 0.25 减少 1.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3 0.04 -67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3 0.04 -6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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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003.6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805.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70.00 

所得税影响额 -299.47 

合计 2,368.4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9,4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 
1,026,177,895 53.25 833,482,051 无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91,924,781 9.96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57,616,668 2.99  未知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9,232,500 1.00  未知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1,376,380 0.59  未知  其他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景林优选私

募基金 

9,966,129 0.52  未知  其他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亚

洲）有限公司－安本标

准－中国 A股股票基

金 

9,529,854 0.49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

组合 
7,666,046 0.40  未知  其他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6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5,792,635 0.30  未知  其他 

UBS   AG 4,141,862 0.21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92,695,844 人民币普通股 192,695,84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1,924,781 人民币普通股 191,924,78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616,668 人民币普通股 57,616,66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23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32,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376,380 人民币普通股 11,376,380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优选

私募基金 
9,966,129 人民币普通股 9,966,129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安本标准－中国 A股股票基金 
9,529,854 人民币普通股 9,529,85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7,666,046 人民币普通股 7,666,046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792,635 人民币普通股 5,792,635 

UBS   AG 4,141,862 人民币普通股 4,141,8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

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

司也未知其关联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10,972,905,458.64 7,655,677,973.68 43.33% 

预付款项 8,514,984.76 6,304,668.39 35.06% 

在建工程 763,685,143.72 453,686,684.22 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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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资产 16,437,859,976.57 -  1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95,550,256.90 407,822,022.00 46.03% 

合同负债 8,968,544.81 1,805,475.21 396.74% 

应付职工薪酬 86,074,440.34 176,280,885.96 -51.17% 

其他流动负债 4,010,404,383.56 - 100% 

租赁负债 16,770,960,802.40 -  100% 

 

1）货币资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超短期融资券筹集资金所致； 

2） 预付款项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预付租赁费等同比增加所致； 

3） 在建工程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旅客过夜用房及配套工程建设支出增加所致； 

4） 使用权资产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将长期租赁资产确认为使用权资产所

致； 

5） 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比增加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公司经营继续亏损，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中可抵扣亏损所致； 

6） 合同负债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预收服务收入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应支付的员工薪酬同比减少所致； 

8）其他流动负债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超短期融资券筹集资金所致； 

9）租赁负债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将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确认为租赁负债

所致。 

 

3.1.2 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866,352,981.97 1,636,291,904.53 -47.05% 

财务费用 95,160,583.78 -45,012,965.84 - 

所得税费用 -187,728,234.90 361,826.00 -51,983.57% 

少数股东损益 15,782,617.35 33,790,245.96 -53.29% 

 

1)营业收入同比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国际及地区航线主要业务量同比下降所致； 

2）财务费用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的利息费用所致； 

3）所得税费用同比大幅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公司经营效益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4）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子公司利润同比下降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收到的税费返还 99,327,514.33 -  1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4,933,391.13 38,760,899.29 119.12% 

支付的各项税费 43,779,044.81 685,412,883.33 -93.6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5,141,062.80 35,542,622.88 842.93%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4,603,694.06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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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0 -  1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000,000,000.00 -  100% 

 

1） 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所致； 

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以及项目保证

金同比增长所致； 

3）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的税金同比减少所致； 

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的场地、资产租赁费同比增加所

致； 

5）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上海自贸区股权投资基金部分项目收回投资，归还本

金和收益所致； 

6）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上海泓宇航空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款所致； 

7）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超短期融资券筹集资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因不可抗力及重大情势变更等因素影响,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

日上免税行（上海）有限公司签订《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免税店项目经营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免税店项目经营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的

公告》（临2021-002）。报告期内，公司免税店租金收入0.92亿元。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当前，疫情仍是影响行业恢复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境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本土

疫情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态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人物同防”的压力仍将很大。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冲击，多举措力促业务量回升，持续开源节流缓

解压力，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激活市场需求，增强浦东机场社会影响力，但受限于境外疫情的严

峻形势,公司仍面临较大经营压力，预计业绩仍将亏损，具体影响还需视疫情进展而定。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名称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莘澍钧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