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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导读： 

上半年出入境旅客占比提升，未来仍将持续；国际零售业务收入高增长，未来增长有

赖于免税销售。 

摘要： 

[Table_Summary] 1、国际零售业务收入高增长，维持“增持”评级。上半年出入境旅客占

比提高到 28%，国际零售业务收入增长 66%。我们预计转场分流 1/4 的航

班和旅客，少于转场规划；出入境旅客占比持续提升，有助于释放非航业

务潜力。维持 2019-2021 年预测 EPS 人民币 0.51、0.41、0.34 元。综合 DCF

估值法和可比公司 PB 法，维持目标价 10.68 港元。 

2、出入境旅客占比持续提升。上半年首都机场跑道维护和重大任务保障，

导致飞机起降架次和旅客吞吐量减少。但是出入境旅客吞吐量依然增长，

占比提高一个百分点。下半年重大保障任务和转场分流将使交通流量继续

承压，但转场航司的国际和地区航班占比偏低，出入境旅客吞吐量有望继

续增长，预计出入境旅客占比将提升。 

3、国际零售业务收入高增长。上半年首都机场免税店销售收入增长 25%

左右，3 月中旬开始免税销售分成比例提高，推动首都机场国际零售业务

收入增长 66%。下半年分成比例提高的贡献消退，国际零售业务收入有赖

于免税销售收入的增长。而居民购买习惯变化、免税店营销活动和市内免

税店分流等，将加大免税销售收入的预测难度。 

4、运维费用较快增长。为提高运行效率、完成重大任务保障，上半年修

理与维护、运行服务、绿化及环卫等费用合计增速 28%，预计下半年仍将

较快增长。转场期间，驻场航司的布局调整和航站楼装修改造，将推动相

关成本提升。所幸随着转场导致的交通流量下降，安保和运行服务等外包

费用有望下降。 

5、风险提示。关税政策与免税政策变动风险、收购关联方资产定价风险、

持续关联交易定价风险、转场航班超预期风险、民航机场收费政策调整风

险和扩建资本开支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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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rket] 交易数据           

52 周内股价区间（港元） 5.72-9.60 

当前股本（百万股） 4331 

当前市值（百万港元） 3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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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将下滑，价值已凸显》201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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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Finance] 财务摘要（百万人民币） 2015A 2016A 2017A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营业收入 8,401.96  8,680.50  9,578.36  11,266.70  10,917.17  10,243.92  10,025.32  

(+/-)% - 3.32% 10.34% 17.63% -3.10% -6.17% -2.13% 

毛利润 8,401.96  4,785.44  5,100.69  5,309.41  4,083.62  3,609.13  3,354.19  

净利润 1,641.92  1,781.00  2,600.46  2,872.06  2,215.74  1,781.27  1,472.16  

(+/-)% - 8.47% 46.01% 10.44% -22.85% -19.61% -17.35% 

PE 16.72  15.41  10.56  9.56  12.32  15.01  17.89  

PB 1.50  1.42  1.28  1.17  1.11  1.0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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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 1：出入境旅客吞吐量增速高于境内  图 2：首都机场出入境旅客占比提升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3：化妆品需求高增长推动免税销售额高增长  图 4：销售额增长和分成比例提高推动免税收入增长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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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

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

影响，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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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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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不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

资收益，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务必注意，其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

策与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 

 

本公司利用信息隔离墙控制内部一个或多个领域、部门或关联机构之间的信息流动。因此，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许可的情况

下，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

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的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

公司的董事。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作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判断。

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专业人士咨询并谨慎决策。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

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国泰君安证券研究”，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

删节和修改。 

 

若本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以下简称“该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通过此途径获得本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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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Table_InvestInfo]        评级 说明 

1.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 

增持 相对香港恒生指数涨幅 15%以上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以

报告发布后的 12个月内的市场表现为比

较标准，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的公

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

期的香港恒生指数涨跌幅为基准。 

谨慎增持 相对香港恒生指数涨幅介于 5%～15%之间 

中性 相对香港恒生指数涨幅介于-5%～5% 

减持 相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5%以上 

2.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明显强于香港恒生指数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

（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香

港恒生指数的涨跌幅。 

中性 基本与香港恒生指数持平 

减持 明显弱于香港恒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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