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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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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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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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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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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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1）68341609 （021）68341609

传真 （021）68341615 （021）6834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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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拟以2015年末公司总股本1,926,958,448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3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28,

592,13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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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3%。 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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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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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航空性业务收费如起降费、停场费、客桥费、旅客服务费及

安检费等收费标准基准价及浮动幅度按照民航发[2007]159号

《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及民航发

[2013]3号《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

收费标准的通知》执行；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如头等舱和公

务舱休息室出租、（航站楼内）办公室租赁、售补票柜台出租、

值机柜台出租等收费标准基准价及浮动幅度按照民航发

[2007]159号 《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执行；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费项目如商业租赁等执行市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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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性谈判等招商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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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全球经历了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洲经济持续低

迷、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发展分化、韩国遭遇MERS等不利因

素影响，但国际油价持续低位运行、国内消费转型致居民出行

意愿不断增强、航空公司运力投放大幅增长，中国民航业成为

国内经济为数不多的增长亮点。 综合判断，我国仍然是全球民

航业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航空运输市场之一。

“十三五” 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

是实现民航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阶段。我国民航业正处于行业

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这期间，“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

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将不断深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发生深刻调整，民航业

发展将跨入新的阶段。 “十三五” 时期也是实现民航强国战略

构想的关键节点，按照建设民航强国“两步走” 的推进方案，第

一步，到2020年，为全面强化基础阶段。 第二步，从2020年到

2030年，为全面提升飞跃阶段。到2030年，全面建成世界公认、

可堪自豪的民航强国。

“十二五” 期间，上海机场行业步入历史发展最好时期，成

为行业的领头羊为建设成为世界级航空枢纽奠定良好基础。从

运量规模来看， 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全球排名第十三，4,000

万级机场增长率全球排名第一，货邮吞吐量全球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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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并

不乐观，但是随着消费升级转型，2015年浦东机场仍然出现了

非常强劲的客流量增长， 并已迈入全球特大繁忙机场行列，预

计未来一段时间景气状况将得以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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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5,639,413,845.07 23,015,062,459.56 11.40 20,918,329,469.49

营业收入 6,285,400,290.32 5,750,882,944.36 9.29 5,215,129,817.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31,433,048.70 2,095,535,174.81 20.80 1,872,854,630.5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89,781,439.65 2,095,209,944.05 18.83 1,868,421,736.8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319,604,837.96 18,462,607,246.06 10.06 16,945,159,605.6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07,366,712.88 2,980,926,188.09 7.60 2,848,805,330.03

期末总股本 1,926,958,448 1,926,958,448 1,926,958,44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31 1.09 20.18 0.9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31 1.09 20.18 0.9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3.05 11.77

增加1.28个百

分点

11.36

四、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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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975,437.78 1,572,129,144.83 1,625,948,648.84 1,565,347,058.8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27,523,867.64 664,127,474.94 633,050,977.12 606,730,729.0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86,817,458.85 664,197,721.53 631,864,766.20 606,901,493.0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6,579,015.42 487,473,321.86 911,586,556.85 1,471,727,818.75

五、股本及股东情况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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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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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515,164 235,124,685 12.20 无

其

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260,791 1.62 未知

国

有

法

人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24,205,139 1.26 未知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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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UTSCHE����BANK?�

AKTIENGESELLSCHAFT

17,066,356 0.89 未知

其

他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4,041,974 0.73 未知

其

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2,377,274 0.64 未知

其

他

铭基国际投资公司－铭基A

股精选基金

12,098,309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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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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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也未知其关联关系。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浦东机场迎来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年旅

客吞吐量首破6,000万人次，实现了历史性大跨越。

2015年，公司以深化改革、推进战略落地为主线，坚持和

突出“两个优先” 原则，即机场运行效率优先、公司运行效益优

先原则，奋力开拓，持续改进，切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努力激

发管理活力、提高运行效率、强化保障能力。

生产指标稳步增长。2015年共保障飞机起降44.92万架次，

同比增长11.70%； 旅客吞吐量6,009.81万人次, 同比增长

16.27%；货邮吞吐量327.52万吨,同比增长2.94%。

安全运行平稳可控。 安全生产态势平稳，未发生因机场原

因导致的安全事故。 顺利通过了局方安全适用性检查、安保检

查和空防安全评估、“平安民航” 建设等考核检查，确保了浦东

机场持续安全，实现了第十六个安全年。

服务质量再创佳绩。 截止2015年四季度，浦东机场ACI全

球机场满意度测评分值为4.98分，在全球253家机场中排名第5

位，在客流量4,000万以上机场组中排名第2位。 在全国现场管

理星级评价活动中，荣获“五星级现场” 光荣称号。通过了上海

市著名商标复评，成为连续十年通过认定的上海市著名商标企

业。

枢纽建设顺利推进。 新增7家国内外客货运航空公司，及5

个国际通航点和6个国内通航点。 在浦东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

最高达到102家，其中国际及地区74家，国内28家；共有通航点

222个，其中国际及地区通航点120个，国内通航点102个。

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在调结构、稳增长的背景下，公司开源

节流、挖潜增效，确保业绩保持稳定增长。 2015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62.85亿元，同比增长9.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5.31亿元，同比增长20.8%。

浦东机场T1改造工程主体完工。 主流程改造全部完工并

投入使用。 T1航站楼运营安全、服务平稳有序。 配合做好浦东

机场三期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及施工协调工作，并开展相关运

营模式的前期研究。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做强做精现有业务，大力开发

新兴业务，拓展多元投资渠道” 的工作思路，持续创新发展、丰

富业务模式、拓展投资渠道。从收入完成情况来看，航空性收入

增长主要受益于业务量的增长，非航空性收入增长主要受益于

商业收入的增长，各方通过采取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品牌优

化调整以及新增场地开发招商等举措叠加客流量同比增长等

因素带动商业租金收入增长， 实现人均商业租赁收入30.4元。

由于航线结构呈现 “国内航线增速快于国际航线增速” 、“国

际航线中国内航空占比上升” 等特征及浦东机场T1改造尚未

完成、场地资源有限、旅客需求及购买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等

因素，相关收入增幅低于业务量增幅。

综合看，不论是航空性收入还是非航空性收入，都与航班

量及旅客量保持紧密关系，公司的收入增长仍然受制于航空主

业，未来随着资源紧张对航空业务量带来的限制，收入增长将

会面临制约。公司将立足市场优势，研究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开

辟新的增长点，作为未来推动业绩增长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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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同比增长 2015 同比增长 2015 同比增长

总计 449,171 11.70% 6,009.81 16.27% 327.52 2.94%

国内 240,809 13.95% 3,039.24 18.61% 39.36 9.64%

国际 164,615 12.33% 2,354.49 18.05% 245.58 3.01%

地区 39,950 -2.39% 616.08 0.68% 42.58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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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

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公司

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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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7.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无

董事长：贾锐军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9日

证券代码：

600009

证 券简称：上海机场公 告编号：临

2016-005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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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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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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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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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沈小玲女士、李育红先生和宋海文先

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以下第5项至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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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编制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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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度实现利润总额33.8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1亿元。

本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41.23亿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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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元（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聘请公司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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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关于聘请公司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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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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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和第6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3月

12日披露的 《关于聘请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临

2016-007）

7、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1）预计2016年度资产租赁结算金额为6,990.51万元；

（2）预计2016年度场地租赁结算金额为60,329.24万元；

（3）2016年度贵宾服务结算价先按预算数3,900万元予

以预估，最终结算价将根据实际贵宾服务人次做相应调整和结

算；

（4）为便于上述事项的顺利开展，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以

上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合同及协议并办理有关的其他

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长贾锐军先生，董事于明洪先生和董军女士因在上

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任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回避该项议案表决）。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3月12日披露的《关于

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临2016-008）

8、关于编制公司201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安排公司201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23,818.14万元，本

投资计划不包含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行区下穿通道及5号机坪

改造工程项目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工程项目。

为便于上述事项的顺利开展， 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列入

201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项目的相关合同及协议并办理有

关的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提议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时间及相关事宜另行公告。

（三）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以上第3项和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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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同意公司所预计的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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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009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编号：临

2016-006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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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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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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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监事刘绍杰先生委

托监事沈小玲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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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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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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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度实现利润总额33.8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1亿元。

本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41.23亿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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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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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关于对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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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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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对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1、 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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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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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009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公告编号：临

2016-007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聘请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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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9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6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和关于聘请公司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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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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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内控审计机构，2016年度审

计费用拟定为46万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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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009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公告编号：临

2016-008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预计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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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2015年

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10.16亿元），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所预计的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持续经

营所必要的， 公司主业收入对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无依

赖。

一、预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预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3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除公司董事长贾锐军先生、董事于明洪先生和董事董军女士因

在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任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回避涉及关联

交易议案表决外， 其余董事通过现场表决方式进行了议案表

决，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该议案未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同

意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并同意所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2015年度金额

（万元）

2015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资产租赁 集团公司 6,280.14 6,280.14

场地租赁 集团公司 43,753.87 43,753.87

贵宾服务

上海机场贵宾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贵宾服

务公司” ）

4,410.59 4,410.93

2015年度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无重大差异。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资产租赁 集团公司 6,990.51 10.03 6,280.14 12.37

场地租赁 集团公司 60,329.24 86.52 43,753.87 86.21

贵宾服务 贵宾服务公司 3,900 5.86 4,410.93 6.81

本年度资产租赁与场地租赁事项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为：目前公司在浦东机场内所

使用的跑道、飞行区、航站楼等多种配套设施用地，土地使用权

大部分属于集团公司，地上建筑物部分为公司投资建设，部分

为集团公司投资建设。所属集团公司的土地和建筑物公司通过

租赁方式进行经营和使用。 原租金价格因确定的时间较早，与

目前的市场价格差异较大，需要进行调整。

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公司所租赁的相关资产

和场地出具了沪城估（2016）（咨）字第06663号《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相关土地、 房地产租金价格咨询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

《报告》通过对土地市场、房地产租金市场、价格指数和浦

东机场业务量数据等方面进行分析，参考上海市基准地价对于

土地类型的分类后对公司在浦东机场范围内向集团公司租赁

的土地、房地产的租金进行了市场价格的估算，相应资产（房

地产）年租金为6,990.51万元，相应土地（场地）年租金为50,

694.24万元。

《报告》中估算价格形成机制具体如下：

1．土地租金

本次咨询对象为机场范围内的土地和房地产，共涉及38项

土地和7项房地产资产。咨询对象土地用途为交通用地，根据实

际使用用途以及是否直接产生收入来源等状况，对其进行了现

状分类，其中土地分为保障性交通用地、经营性交通用地、商业

用地、办公用地和航站楼用地五大类，由于这五类用地类型并

不和常规的土地分类用途完全一致，并且咨询对象所在区域较

为缺乏上述用途的土地租赁的案例，因此通过市场比较法直接

确定土地租金较难实现。但咨询对象所在区域类似土地和类似

房地产的土地市场成交案例和房地产租金案例较为充足，部分

土地上产生的收益和成本数据也比较详细，因此可以通过市场

比较法、成本法等方法先确定各用途土地的土地价格，再通过

收益法，对咨询对象土地租金进行收益倒算，求取咨询对象的

土地租金，因此本次咨询选用收益法作为一种估算方法。 同时

通过所在区域相似用途房地产租金价格的收集、修正可以确定

咨询对象房地产的租金价格，再使用剩余技术估算其中房屋部

分产生的收益，确定土地部分的租金价格，因此选用剩余法作

为估算咨询对象土地租金的另一种方法。

故使用收益法和剩余法作为咨询对象土地租金的两种方

法。

在收益法中，根据土地用途的不同，分别使用不同的方法

估算土地的价格，各用途选用方法详见下表：

各类方法的步骤和公式如下：

◆收益法

收益法是求取咨询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报

酬率将其折现到咨询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咨询对象的客观合

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收益法的操作步骤是：搜集有关收入和费用的资料→估算

咨询对象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估算有效毛收入→估算运营费

用→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和收益递增率→选用适宜的计算公式

倒算咨询对象市场租金。

本次估算选用有限年年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计算公

式：

式中V—土地测算时点的价格；A—土地未来第一年的租

金；d—土地未来第一年的出租率；C—土地未来第一年的出租

经营费用；r—土地出租的报酬率；g—净收益逐年递增的一定

比率；n—持有土地的期限，简称持有期，即租期；Vn—土地在

未来第n年末的价格（或第n年末的市场价值，或第n年末的残

值；如果购买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持有一段时间后转售，则为预

测的第n年末转售时的价格减去销售税费后的净值， 简称期末

转售收益。期末转售收益是在持有期末转售土地时可以获得的

净收益）；y—土地出售的报酬率（折现率）。

Vn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Vn—土地在未来第n年末的价格；V-土地现在的价

格；b-土地价格逐年递增的一定比率；n-持有土地的期限，简

称持有期，即租期；

使用收益还原法倒算租金的公式则如下：

◆剩余技术求取土地租金

土地的剩余技术是指从土地和建筑物共同产生的净收益

中减去建筑物的净收益，分离出归因于土地的净收益，再利用

土地资本化率或土地报酬率将土地净收益转换为土地价值的

方法。

本次咨询过程中,在预计房地产的正常市场出租净收益的

基础上,扣除其中房屋部分所产生的收益,得到土地净收益,再

加上土地出租经营费用,确定土地租金价格。

剩余技术的操作程序是：

（1）调查待估宗地的基本情况；

（2）确定待估宗地的最有效利用方式；

（3）估计房地产的正常市场出租净收益；

（4）估算房屋部分所产生的收益；

（5）估算土地净收益；

（6）确定土地部分的租金价格。

剩余技术的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V：待估土地租金，C：土地净收益，AL：土地净收益，

A0：房地产净收益，VB：房屋价值，RB：房屋还原率

◆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指在同一供求范围内，选择咨询时点近期的

若干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 对其实际交易价格从市场状况、交

易情况、区位状况、实物状况、权益状况各方面与咨询对象具体

条件比较进行修正，从而确定咨询对象价格的估算方法。

市场比较法的基本步骤为：

搜集交易案例→选取可比案例→建立价格可比基础→市

场状况调整→交易情况修正→土地状况调整（区位状况、实物

状况、权益状况）→求取比较价格

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咨询对象比较价格=交易实例价格×市场状况调整系

数×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区位状况调整系数×实物状况调整

系数×权益状况调整系数

◆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和为

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

收益来确定土地价格的方法。

成本逼近法的操作程序是：

（1）判断待估土地是否适用成本逼近法；

（2）收集与咨询有关的成本费用、利息、利润及增值收益

等资料；

（3）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求取待估土地的土地取得费、土

地开发费及相关的税费、利息、利润；

（4）确定土地开发后较开发前的价值增加额；

（5）按地价公式求取待估土地的土地价格；

（6）对地价进行修正，确定待估土地的最终价格。

成本逼近法的基本公式如下：

V=Ea+Ed+T+R1+R2+R3

=VE+R3

式中：V：土地价格；Ea：土地取得费；Ed：土地开发费；T：

税费；R1：利息；R2：利润；R3：土地增值；VE：土地成本价格

2.房地产租金

在市场调查的过程中，咨询对象所在区域有较多与咨询对

象类似房地产的租赁案例，故采用了市场比较法确定咨询对象

于咨询时点的房地产租金价格。

市场比较法的步骤和公式如下：

◆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指在同一供求范围内，选择咨询时点近期的

若干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 对其实际交易价格从市场状况、交

易情况、区位状况、实物状况、权益状况各方面与咨询对象具体

条件比较进行修正，从而确定咨询对象价格的估算方法。

市场比较法的基本步骤为：

搜集交易案例→选取可比案例→建立价格可比基础→市

场状况调整→交易情况修正→房地产状况调整（区位状况、实

物状况、权益状况）→求取比较价格

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咨询对象比较价格=交易实例价格×市场状况调整系

数×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区位状况调整系数×实物状况调整

系数×权益状况调整系数

3．三期工程建设期中租金设定

考虑到三期工程目前尚处于待建设状态，在建设期土地和

地上建筑物无法产生收益，因此其土地价值和开发完成后运营

中的土地应有所不同。参考本市大型商业物业在招商完成后到

承租方完成铺面装修正式对外经营期间的租金折扣率为40%

~60%。 本次测算考虑到机场在建资产的单位租金评估结果较

低，因此取6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集团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李德

润；成立日期：1997年6月9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45亿元；注册

地：中国上海；经营范围：机场建设、运营管理，与国内外航空运

输有关的地面服务，国际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对外技术合

作、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第三方物流（除运输），房地产开

发，实业投资（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物业管理，酒店

管理，预包装食品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附设分支机构。（企业经营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集团公司2014年末总资产为638.61亿元，净资产为518.28

亿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106.44亿元， 利润总额为36.41亿

元。

2.贵宾服务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法定代表人：贾锐

军；成立日期：2001年6月25日；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注

册地：中国上海；经营范围：贵宾、要客、民航旅客服务，会务服

务，贵宾室租赁，商务服务，礼品的销售，宾馆、餐饮、旅游相关

信息咨询服务（以上各项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贵宾服务公司2015年末总资产为2.25亿元，净资产为0.95

亿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2.77亿元，净利润为0.2亿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集团公司

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票1,026,177,895股， 持股比例为

53.25%，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贵宾服务公司

集团公司和公司分别持有贵宾服务公司70%和30%的股

份， 贵宾服务公司为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集团公司和贵宾服务公司均履行了和公司签订的同类关

联交易合同和协议。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一）资产租赁

1．租赁内容：为了业务运营需要，公司在浦东机场内需向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租赁浦东机场当局楼、安检楼、站坪

楼、二级单位办公楼、磁悬浮车站、商业一条街、职工培训及生

活配套等房屋资产。

2．资产租赁金额：根据《报告》，租赁建筑面积为116,

160.6平方米，预计结算金额为6,990.51万元。

3.资产租赁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

（二）场地租赁

1．租赁内容：为了业务运营和拓展需要，公司需向上海机

场（集团）有限公司租赁使用其位于浦东机场内二跑道相关场

地；三跑道及航站区总图：航站区站坪、第三跑道系统、航站区

总图工程等相关场地； 四跑道相关场地；T2航站楼及配套：航

站区航站楼、航站区交通中心———含5#35KV变电站、1#35KV

变电站、消防执勤点、南/北灯光变电站、南/北雨水泵站及变电

站、南区给水泵站、围场河回用水泵站、机场运行指挥中心、新

建2#能源中心、7号出租车蓄车场、航材仓库A/B仓库、职工过

夜用房、机务区10KV开关站、临时停车场、货运停车场、A1地

块停车场、 海天六路二轮车停车场、 东启航路二轮车停车场、

P4/P5停车场、三期工程等地块。

2．场地租赁金额：预计结算金额为60,329.24万元。其中：

四跑道主体工程部分年租金9,635万元；根据《报告》，租赁面

积为14,753,892.7平方米，场地租金为50,694.24万元。

3.场地租赁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

（三）贵宾服务

1.服务内容：为了开展业务需要，贵宾服务公司租赁使用

公司位于浦东机场候机楼楼内的相关资源，公司所提供的服务

项目主要包括：

进入近机位登机桥或远机位登机桥接/登机特别区域及通

道服务；贵宾与行李安全检查和护卫保障服务；在航站楼前以

及飞行区内特别道路保障等相关设施及服务；航站楼内综合设

施及服务，包括航班信息显示系统、航班进离港动态信息显示、

贵宾航班信息查询、贵宾航班信息保障、消防设施、紧急出口

等；公共区域绿化、保洁等物业服务；公共区域照明、空调、冷暖

气、供水系统等能源设施及服务。

2.贵宾服务费：2016年度与贵宾服务公司之间的结算价先

按预算数3,900万元予以预估。

3. 结算期限为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结

算原则为采用按实结算原则，结算标准为国内按40元/人次、国

际按89元/人次予以结算， 最终结算价将根据实际贵宾服务人

次做相应调整和结算。

四、授权

为便于上述事项的顺利开展， 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以上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合同及协议并办理有关的其他事

项。 具体为：

1．在不超过6,990.51万元的范围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具

体负责相关事项的开展并与集团公司签署资产租赁相关合同

及协议；

2． 在不超过60,329.24万元的范围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

具体负责相关事项的开展并与集团公司签署场地租赁相关合

同及协议；

3．在不超过3,900万元预估结算的范围内根据实际经营

需要具体负责相关事项的开展并与贵宾服务公司签署贵宾服

务相关合同及协议。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62.85亿元，营业成本为33.98亿

元， 此次所预计的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持续经

营所必要的， 公司主业收入对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无依

赖。

六、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关联方签署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相关合同和协议，公司将在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和协议

签署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协议签署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二日

公司代码：

600009

公司简称：上海机场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B043

■ 2016年3月12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