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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463                                            公司简称：空港股份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空港股份 60046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彦明 柳彬 

电话 010-80489305 010-80489305 

传真 010-80491684 010-80491684 

电子信箱 yanm_liu@163.com kg600463@163.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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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0,319,075.51 2,771,490,767.18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5,204,699.52 798,783,448.53 -1.7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188,863.23 80,737,912.37 -179.50 

营业收入 262,970,037.31 379,259,538.92 -3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21,250.99 29,036,923.13 -5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78,527.99 27,118,782.22 -60.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3.67 
减少2.21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2 -59.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2 -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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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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60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58.25 146,781,790 0 无 0 

安信乾盛财富－浦发银行－综

艺控股 2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3 9,900,000 0 未知  

吴松  境内自然人 1.06 2,671,041 0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时节

好雨 32 号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6 2,428,459 0 未知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赢理财 1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2,172,087 0 未知  

巩和国 境内自然人 0.76 1,903,208 0 未知  

仲媛媛 境内自然人 0.60 1,500,0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永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2 1,304,592 0 未知  

李吉军 境内自然人 0.48 1,200,000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1,199,905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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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董事会按照 2015 年经营计划，积极推动公司各项业务稳步、有序开展。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 26,297.00 万元，同比下降 30.66%；实现利润总额 2,154.68 万元，同比下降 46.3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2.13 万元，同比下降 59.98%。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总

资产 267,031.91 万元，同比下降 3.65%；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 78,520.47 万元，同比下降

1.70%。 

1、贯彻落实内控体系，确保内控体系有效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以内控成果实施为重心，严格按照内控规范制度及流程要求，对工作流程及

工作方式进行梳理、优化，促进内控体系行之有效。公司制定《2015年上半年内控执行情况测试

预案》，并深入公司各部门及各分子公司，对内控体系执行情况进行测试。通过测试，公司在实施

重大事项前决策、审批手续的办理，关联交易的管理，报批事项的审批效率都有了很大提高，内

控成果的实施，确实起到了指导工作、理顺关系、提高效率、防范风险的作用。 

2、扎实推进各项业务开展 

（1）园区开发建设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园区开发建设业务开展，完成空港 C 区一期开发土地中总占地面积

约 191.03 亩土地的挂牌出让工作；开展总占地面积约 127.33 亩的空港 C 区二期土地一级开发手

续办理工作；推进总占地面积约 797 亩的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北侧工业用地土地上市准备工作，

开展入市成本的审计工作；通过与地块所在地政府招商机构合作等方式，开展总占地面积约为

261.99 亩的空港木林高端制造业基地一期开发土地、北小营宏大二三产业基地内总占地面积约为

274.91 亩土地的落户项目招商推介工作；开展总占地面积约为 506.85 亩的空港木林高端制造业

基地二期开发土地的一级开发方案设计工作。 

（2）工业地产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天保恒瑞口岸物流服务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已经顺利封顶。为加快空港企业园销售

进度，天瑞置业与业内知名的五家房地产代理公司达成市场推广协议，同时通过在航空杂志、微

信群投放广告等方式加大空港企业园的宣传力度,拓展销售渠道。 

（3）建筑施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降低成本为中心推动建筑施工板块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的提升。公

司控股子公司天源建筑开复工总面积约 54 万平方米。对于建筑工程业务，公司不断优化业务模式，

严把质量和安全关，推行项目承包经营责任制，各建筑分公司成本、财务独立核算，从工程承建

到工程款催缴均各负其责，使得经营决策效率不断提高。 

（4）物业管理与租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升园区软硬环境建设水平，物业分公司、天地物业不断强化服务意识，

积极与客户交流沟通，及时协调、解决客户提出的问题，客户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同时，公司持

续加强对标准化工业厂及公寓楼等持有型物业的推广力度，变被动营销为主动营销，建立项目跟

踪制度，争取更多既定客户及潜在客户，不断提高物业出租率，以确保长期稳定收益。 

 

3.1.1 主营业务分析 

3.1.1.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62,970,037.31 379,259,538.92 -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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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176,960,160.68 268,135,786.46 -34.00 

销售费用 6,663,780.17 6,052,833.27 10.09 

管理费用 33,644,501.29 31,175,099.26 7.92 

财务费用 19,897,885.38 18,580,311.10 7.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188,863.23 80,737,912.37 -179.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8,754.07 -51,739,607.97 99.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215,788.56 -54,280,525.48 -44.10 

研发支出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建筑施工板块和房产销售板块收入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收入下降导致成本相应下降。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本期广告宣传费比上年同期有所上升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本期职工薪酬比上年同期有所上升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本期带息债务的加权平均占用时间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导致

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同

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支付了项目合作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债务及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3.1.1.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①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5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2015 年 6 月 11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

事宜获得北京市国资委批复的公告》；2015 年 6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015 年 7 月 3 日，公司公告

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30日、6 月 11日、6 月 20日、7 月 3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编号为临 2015-024、临

2015-034、临 2015-036、临 2015-040 的公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②申请注册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注册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公司计划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

额度为不超过 25 亿元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2015 年 6 月 24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收到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 2014年 10 月 11日，2014 年 10 月 28 日、2015 年 6 月 24 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编号为临

http://localhost/
http://www.sse.com.cn/
http://localhost/
http://local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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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7、临 2014-030和临 2015-038 的公告。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计划进展情况详见“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

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4) 其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幅度

（%） 
主 要 原 因 

货币资金 273,841,995.06 421,695,400.92 -35.06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了较多的应

付款项所致。 

应收票据 3,634,693.00 2,460,000.00 47.75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以银行承兑

汇票作为结算方式的款项较年初

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67,405,223.97 98,461,924.51 70.02 
主要原因是本期实现土地开发收

入尚未收到款项所致。 

预付款项 2,866,382.07 1,721,566.47 66.50 
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了办公场所

租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972,557.40 1,538,250.00 158.25 
主要原因是转入了预交税费和一

年内到期的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短期借款 1,005,000,000.00 405,000,000.00 148.15 主要原因是新增了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 11,40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承兑了已到期的票据

所致。 

预收款项 1,850,514.37 1,110,956.49 66.57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了预收的租

金所致。 

应交税费 16,389,907.76 25,145,080.02 -34.82 主要原因是缴纳了应纳税款所致。 

应付利息 13,473,375.00 8,060,770.51 67.15 
主要原因是计提的应付利息随时

间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14,678,179.00 - 100.00 
主要原因是期末计提了尚未支付

的红利款所致。 

其他应付款 61,896,212.18 102,136,858.88 -39.40 
主要原因是偿还了开发公司无息

借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99,800,000.00 600,200,000.00 -83.37 

主要原因是偿还了到期的借款所

致。 

长期借款 68,622,160.00 168,322,160.00 -59.23 
主要原因是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重分类所致。 

项  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1-6 月 
增减幅度

（%） 
主 要 原 因 

营业收入 262,970,037.31 379,259,538.92 -30.66 
主要原因是建筑施工板块和房产

销售板块收入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176,960,160.68 268,135,786.46 -34.00 
主要原因是收入下降导致成本相

应下降。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338,253.04 19,149,802.26 -30.35 
主要原因是收入下降导致税金及

附加相应下降。 

资产减值损失 -7,560,585.86 -1,371,347.99 -451.33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应收款项，冲

回的减值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19,874,813.38 37,417,428.97 -46.88 
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收入同比下

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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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1.2.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园区开发

建设 

75,661,648.64 47,653,992.98 37.02 100.00 100.00 增加 100.00个

百分点 

房地产开

发 

25,391,457.00 11,012,120.36 56.63 -75.86 -78.11 增加 4.46 个

百分点 

建筑施工 127,469,601.95 110,996,019.54 12.92 -48.93 -50.10 增加 2.04 个

百分点 

营业外收入 1,672,218.94 3,228,461.79 -48.20 
主要原因是本期结转的政府补助

金额同比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21,546,761.84 40,141,305.48 -46.32 
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收入同比下

降所致。 

所得税费用 5,616,609.25 10,801,944.36 -48.00 
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下降导致所

得税费用相应下降。 

净利润 15,930,152.59 29,339,361.12 -45.70 
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收入同比下

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 
11,621,250.99 29,036,923.13 -59.98 

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收入同比下

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4,308,901.60 302,437.99 1324.72 
主要原因是本期控股子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加所致。 

综合收益总额 15,930,152.59 29,339,361.12 -45.70 
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收入同比下

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11,621,250.99 29,036,923.13 -59.98 
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收入同比下

降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4,308,901.60 302,437.99 1324.72 

主要原因是本期控股子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05 0.12 -59.98 
主要原因是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05 0.12 -59.98 
主要原因是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项  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1-6 月 
增减幅度

（%） 
主 要 原 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4,188,863.23 80,737,912.37 -179.50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比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98,754.07 -51,739,607.97 99.04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支付了项目

合作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8,215,788.56 -54,280,525.48 -44.10 

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债务及支付

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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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 26,648,887.01 9,846,966.27 63.05 -0.15 -1.15 增加 0.37 个

百分点 

物业管理

及其他 

9,687,905.86 5,722,815.71 40.93 18.08 -5.47 增加 14.72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园区土地

开发 

75,661,648.64 47,653,992.98 37.02 100.00 100.00 增加 100.00 

个百分点 

房产销售 25,391,457.00 11,012,120.36 56.63 -75.86 -78.11 增加 4.46 个

百分点 

建筑施工 127,469,601.95 110,996,019.54 12.92 -48.93 -50.10 增加 2.04 个

百分点 

房产出租 26,648,887.01 9,846,966.27 63.05 -0.15 -1.15 增加 0.37 个

百分点 

物业管理

及其他 

9,687,905.86 5,722,815.71 40.93 18.08 -5.47 增加 14.72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园区土地开发收入同比增加，主要系受土地开发业务的特殊性影响，上年同期没有

达到入市条件的土地，导致上年同期无此项收入；房地产开发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本期房产销

售收入下降所致；建筑施工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本期完工结算项目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1.2.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北京地区 245,508,982.19 -32.47 

其他地区 0.00 0.00 

 

3.1.3 核心竞争力分析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充分挖掘、利用毗邻首都国际机场地缘优势，按照“规划高起点、建设

高标准、管理高水平、开发高效率”的发展原则，推动旗下各园区及周边地区向“空港城”的迈

进，协力顺义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公司适时顺应临空地产发展动向，及时优化调整业务结

构，目前已经形成园区开发建设、工业地产开发、建筑施工和物业经营管理四大业务模块。在发

展方向和定位上，以园区的开发建设为基础，通过加大房地产开发力度、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增

持优质物业，实现土地资本、科技资本与金融资本相融合，保持土地开发业务稳定增长，促进建

筑施工业务的规模增长，大力拓展优质物业增值业务，积极发展高附加值临空产业地产，从而全

面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在临空地产的研究、开发、建设、运营各个环节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在产业地产特别是在临空产业地产同行业中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3.1.4 投资状况分析 

3.1.4.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466.57万元，比期初483.96万元下降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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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公司情况： 

被投资公司的名称 主 要 业 务 占被投资公司的权益比例 

北京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过滤材料、滤芯、过滤器、过滤

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及技

术服务。 

21% 

 

3.1.4.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委托理财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名称 

委托

理财

产品

类型 

委托理财金额 

委托

理财

起始

日期 

委托

理财

终止

日期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实际 

获得收益 

是

否

经

过

法

定

程

序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是

否 

涉

诉 

资金来

源并说

明是否

为募集

资金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空港科技

园支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5,000,000.00 
2015-

02-11 

2015-

03-18 
5,000,000.00 22,684.93 是 否 否 

自有闲

置资金 

合计 / 5,000,000.00 / / 5,000,000.00 22,684.93 / / / /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0.00 

 

3.1.4.3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业务性质 

注册 

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北京空港天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房地产开发 2,900 65,241.28 15,671.39 -369.89 

北京空港天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服务业 300 1,181.91 484.54 -71.18 

北京空港天慧咨询有限公司 100% 服务业 50 458.94 456.2 -43.61 

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0% 建筑施工 8,000 60,337.66 14,695.12 412.77 

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 房地产开发 4,500 84,492.12 7,508.05 1745.25 

北京天保恒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50% 房地产开发 3,000 3,194.90 2,984.68 -1.43 

北京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21% 

生产销售过

滤设备 
3,700 8,519.39 2,221.77 -82.82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4.1.1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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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01月 26 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和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

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共七项会计准则，并要

求自 2014 年 7 月 0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2014 年 6 月 20 日，财政

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

在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2014 年 7 月 23 日，财

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 2014 年新修订或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于上述新修订或颁布的相关会

计准则的施行日开始执行相关会计准则。 

4.1.2 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 2014 年新修订或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施行日开始执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新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采用的新会计政策为财务部于 2014年陆续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第

9 号、第 30 号、第 33 号、第 37 号、第 39 号、第 40 号、第 41 号等八项准则及 2014 年 7 月 23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余未变更准则仍采用财务部于 2006 年 2月 15 日颁布

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4）对公司的影响：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本报告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5）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本报告期间公司不存在其他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4.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田建国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