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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

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以2017年末公司总股本1,926,958,448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5.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17,635,899.84元（含税），占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为30.34%。 公司2017年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预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机场 60000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晔 苏骏青

办公地址 公司证券投资部 公司证券投资部

电话 （021）68341609 （021）68341609

电子信箱 ir@shairport.com ir@shairport.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为国内外航空运输企业及旅客提供地面保障服务，经营

出租机场内航空营业场所、商业场所和办公场所，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广

告经营，货运代理、代理报关、代理报检业务，长途客运站，停车场管理及停车延

伸服务，经营其它与航空运输有关的业务；综合开发，经营国家政策许可的其它

投资项目。

公司运营管理浦东机场，目前经营业务主要分为航空性业务和非航空性业

务，航空性业务指与飞机、旅客及货物服务直接关联的基础性业务；其余类似延

伸的商业、办公室租赁、值机柜台出租等都属于非航空性业务。浦东机场属于一

类1级机场， 目前航空性业务等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按照民航局相关文件规定

实行政府指导价，非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

公司是从事航空运输地面服务及其他相关业务的服务性企业，提供的产品

即服务，包括以先进的机场基础设施，高效顺畅的运行保障系统为中外航空公

司的飞机安全起降提供良好的航班地面保障服务；以安全、舒适、优美的候机环

境，功能齐备的服务设施和优质服务为旅客提供进出港、转港服务；以诚信的服

务原则、规范化的管理和合理的资源定价，为承租商提供经营资源服务；商业租

赁方面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定向性谈判等方式，引进具有丰

富机场商业运作经验的集成商、连锁品牌商以及国际知名旅行零售机构。

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步伐加快，复苏稳健，世界贸易持续活跃，全年国民

经济稳中向好，延续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这是我

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2018年民航工作会议明确了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的阶

段特征，并对各个发展阶段的任务和措施作出了战略部署。 到2020年，实现从

航空运输大国向航空运输强国的跨越；到2035年，实现从单一的航空运输强国

向多领域民航强国的跨越；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从多领域民航强国向全方位民

航强国的的跨越。

航空运输业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航空运输业的增长态势带动了机场

业务量的增长，2017年浦东机场努力提高运营效率，业务量稳步增长，完成情

况好于年初预期，继续巩固全球特大繁忙机场地位，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景气状

况将继续得以维持，但同时也面临高位运行和资源紧缺的新常态。一般而言，节

假日是航空运输市场的旺季，因此机场行业也具有类似的季节性，而随着上海

航空运输市场的迅速增长，浦东机场在高位运行的态势下季节性的波动正逐步

减小。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27,547,399,506.95 26,943,645,294.32 2.24 25,639,413,845.07

营业收入 8,062,379,029.93 6,951,474,481.18 15.98 6,285,400,29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683,408,499.86 2,805,650,702.03 31.29 2,531,433,04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684,934,502.09 2,805,097,311.61 31.37 2,489,781,43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5,132,210,190.09 22,296,663,407.35 12.72 20,319,604,837.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114,021,179.06 2,574,784,693.56 59.78 3,207,366,712.8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91 1.46 30.82 1.3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91 1.46 30.82 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53 13.17

增加2.36个

百分点

13.05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895,161,857.28 2,002,551,416.58 2,111,081,584.66 2,053,584,17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91,423,544.23 904,375,809.72 996,323,136.47 991,286,00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792,139,847.82 905,147,723.88 996,150,923.54 991,496,006.8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91,818,827.19 1,424,905,601.83 851,122,011.38 1,346,174,738.6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6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968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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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26,177,895 53.25 833,482,051 无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2,255,796 334,600,258 17.36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70,983,146 3.68 未知

国有法

人

易方达资产管理 (香港)有

限公司－客户资金 (交易

所)1

19,462,901 1.01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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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2,251 0.75 未知 其他

安本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安本环球－中国A股

基金

12,670,464 0.66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49,393 0.63 未知 其他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1,813,844 0.61 未知 其他

易方达资产管理 （香港）

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交

易所）2

11,740,394 0.61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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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资产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1和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交易所）2同属于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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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公司紧紧围绕“强功能、补短板、提品质” 的工作方针，以旅客安

全、便捷、人性化为核心，重点聚焦安全运行和服务品质，对标国际一流标准，夯

实基础，补足短板，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航班正常性工作取得重要突破。 2017年，在运行协同管理委员会平台的协

调推动下，浦东机场航班放行正常率呈现“先抑后扬” 的特点。 2017年全年浦

东机场放行正常率达67.91%，同比增长1.51%。 其中，2017年12月放行正常率

达到89.62%，同比上升18.83%。

生产指标稳步增长。 2017年，浦东机场共实现飞机起降49.68万架次，同比

增长3.52%；旅客吞吐量7,0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06%；货邮吞吐量382.43

万吨,同比增长11.16%。 其中，旅客吞吐量连续两年全球排名第九位，货邮吞吐

量连续十年全球排名第三位。

安全形势总体受控。完善各项安全管理机制，做好重大节日、重要任务的保

障工作。顺利完成了党的十九大、金砖会晤、“一带一路” 峰会以及C919国产大

飞机成功首飞等多项重大保障任务。

服务质量保持领先。 2017年，浦东机场ACI测评分值为4.98分，在全球317

家机场中位列第5位，位列国内机场首位。 公司获颁“2017年度全球卓越绩效

奖” ，获评民航资源网“2016年度最佳机场” 和“2016年度最佳不正常航班服

务” 两大奖项。

枢纽地位稳步提升。 2017年，在浦东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达到107家。 其

中,国际及地区航空公司79家，国内航空公司28家。 新辟4条国际远程航线，通

航点总数达到243个。 其中，国际及地区通航点129个，国内通航点114个。

经营效益大幅攀升。受益于业务量稳步增长及居民消费持续升级等因素叠

加， 公司业绩大幅攀升，2017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62亿元， 同比增长

15.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83亿元，同比增长31.28%。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平稳推进各项工作。航空性业务

方面，公司紧紧围绕枢纽战略目标，结合经济发展形势和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

开展区域市场营销， 在巩固传统优势市场基础上相关重要欧美航线得到了加

密，国际航线网络更趋完善。非航空性业务方面，公司围绕价值提升、一体发展、

布局未来等理念，通过开展前瞻性研究，深入挖掘存量资源价值；优化整体商业

形象，探索开发新型业态；积极推进各类经营项目，挖掘资源价值，持续不断地

增强非航空性业务的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从收入完成情况来看，受益于业务量稳步增长，居民消费持续升级等因素

叠加，出行旅客消费意愿增强，公司通过持续对商业零售品牌管理、场地优化和

调整，公司非航空性收入中商业租赁等相关收入增长较快，增长幅度显著高于

旅客吞吐量增幅。

报告期内浦东机场业务量完成情况：

项目

飞机起降架次（架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万吨）

2017 同比增长 2017 同比增长 2017 同比增长

总计 496,774 3.52% 7,000.12 6.06% 382.43 11.16%

国内 261,424 2.50% 3,528.59 7.79% 39.98 -4.17%

国际 191,608 5.53% 2,843.75 5.29% 296.68 14.77%

地区 38,712 -1.16% 627.78 0.35% 45.77 4.47%

（注：因存在其他形式的飞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通用航空飞行），所以部

分项目分项数字之和与总计数存在差异）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2017年4月28日颁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要

求，自2017年5月28日起公司按照上述准则规定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会计处理公司按照上述准则规定执

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净资产均无影响，且不涉及以

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根据财政部2017年5月10日颁布的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公

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要求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更，对

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

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7年以前的会计处

理和报表列报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公

司按照上述准则规定执行，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

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

当计入营业外收支。列报时企业应当在“利润表” 中的“营业利润” 之上单独列

报“其他收益” 项目，反映应计入“其他收益” 的政府补助。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净资产均无影响，且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

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 贾锐军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009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公告编号：临

2018-010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本次会议的

通知。

（三） 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

（四）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其中董事余宙先生、董事杨鹏先生均委

托董事黄铮霖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贾锐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主席莘澍钧女

士、监事刘绍杰先生、监事刘红女士、监事宋海文先生和公司总经理胡稚鸿先生

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以下第7、8项议案未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同意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提名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各方酝酿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增补胡

稚鸿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使用累积投票制增补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编制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4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2）。

5、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7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48.42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83亿元。

本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89.45亿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公司2017年末总股本1,926,958,448股为基

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8元（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2018年度审计费用拟定为9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内控体系建设需要，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2018年度审计费用拟定为46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第7项和第8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4日披露的 《关

于聘请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3）。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4日披露的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4）。

10、提议召开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时间及相关事宜另行公告。

（二）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以上第1、4、5项议案未损害中小投资者利

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增补胡稚鸿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2.同意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函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胡稚鸿先生，1966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现任上海国际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胡先生于1989年7月参加工作，曾担任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维修管理部暖通

副站长、站长，上海浦东机场建设指挥部设备处工程师，上海机场运行管理公司

浦东运行保障部副总经理，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管理分公司副总经

理、候机楼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运行保障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上海国

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上海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安全运行总监，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副总经

理等职务。

胡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目前

未持有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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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本次会议的

通知。

（三） 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

（四）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其中监事沈小玲女士委托监事刘绍杰先

生出席本次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莘澍钧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7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48.42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83亿元。

本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89.45亿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公司2017年末总股本1,926,958,448股为基

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8元（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对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书面审阅意见

监事会已审阅了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

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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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净资产等无影响，且不涉及

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一、概述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要求

自2017年5月28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公司按照上

述准则规定执行。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

补助》的要求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更，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 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

则进行调整，对2017年以前的会计处理和报表列报不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决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通知规

定的起始日执行。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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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印发的《财政部

关于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 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 财会

〔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

（二）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会计

处理按照财政部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的

相关规定执行；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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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执行。

（三）会计政策变更生效日期

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新制定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新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四）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根据财政部新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

净资产均无影响，且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2、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与企

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

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列报时企业

应当在“利润表” 中的“营业利润” 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项目，反映应计

入“其他收益” 的政府补助。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净资

产均无影响，且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相关事项未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同意公司进行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四、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意见

2.监事会意见（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4日披露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1））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009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公告编号：临

2018-013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和《关于

聘请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以上事项未

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同意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2018年度审计费用拟定为90万元。

根据公司内控体系建设需要，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2018年度审计费用拟定为46万元。

以上事项均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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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上级有关将党建工作总

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的工作部署及公司实际，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

为：

第六章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副总经理4名、总工程师1名，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

拟修订为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副总经理5名、总工程师1名，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

拟在第七章“监事会” 后增加一个章节“第八章 党、纪、工、团组织” ，原第

八章以后章节顺延。

第八章 党、纪、工、团组织

第一百四十九条加强党的领导应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充分发挥董事会

的战略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检查作用、经营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及党组织的

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

监督保障机制。

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根据《公司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各

级党组织及其纪律检查机构，公司应当为各级党组织及其纪律检查机构的活动

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构， 配备相应的党务工作人员，党

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党

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设党委书记一名，董事长、党委书记原则上由一人

担任，设立抓企业党建工作的专职党委副书记，党员总经理兼任党委副书记；设

纪委书记一名；设党委委员若干名。 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的领导

人员管理体制，符合条件的党委成员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

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

委。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党委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 等党内法规履行职

责，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履行以下工作

职责：

（一）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贯彻执行，落实上级党组织有关重

要工作部署。

（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在选人用人中担负领导和把关作用，对董事会或

总经理提名的人选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建议，或者向董事会、总经理推荐提名

人选，会同董事会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集体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三）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

事项及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四）担负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

业文化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工作，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支持纪委履行监督责任。

第一百五十四条 把公司党委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三重一

大” 事项的前置程序。 公司党委通过制定议事规则等工作制度，明确党委议事

的原则、范围、组织、执行和监督，形成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体制机制，支

持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依法行使职权。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在同级党委和上级

纪委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协助同级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

组织协调反腐败等工作，对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和党组织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和

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等情况进行监督、执纪、问责。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根据《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

定，设立各级工会组织，在公司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会工作。依法落实职代会的审

议建议、审议通过、审查监督、民主选举和民主评议等相关职权，依法维护职工

的合法权益，有效实施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发展。公司应当为

各级工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公司设工会主席一名，工会主席由会员代表大会或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的规定，设立各

级共青团组织，在公司党委领导下开展共青团工作，组织广大青年员工积极参

与公司改革发展，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服务青年成长成才。公司应当为各级

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本次修订后，《公司章程》共十三章，二百零七条。

该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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