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897

股票简称：厦门空港

编号：临 2015-004

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结合本公司以往的实际情况，对本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如下：
一、预计公司 2015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详
见公司公告临 2014-004），预计公司 2014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91 亿元，2014
年实际完成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87 亿元，完成计划的 98.69%。
2015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1、购买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15 年预计
交易金额

2014 年交易
金额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网络服
务等服务费

市价定价
原则

5,000,000.00

4,419,173.63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产及土地租赁

市价定价
原则

86,000,000.00

40,187,678.38

厦门万翔网络商务有限公司；厦
门经发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物资、设备代理招
标服务及采购

市价定价
原则

30,000,000.00

15,170,339.44

福建兆翔临港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代建费

市价定价
原则

10,000,000.00

31,753,003.35

福建兆翔临港置业有限公司

宿舍以及办公租
金

市价定价
原则

1,800,000.00

1,524,705.64

厦门兆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候机楼维保及机
电服务费等

市价定价
原则

50,000,000.00

75,952,300.31

厦门兆翔花卉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租摆及绿化
工程

市价定价
原则

17,000,000.00

15,192,274.51

厦门兆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候机楼卫生保洁
及手推车服务

市价定价
原则

34,000,000.00

21,074,372.02

厦门佰翔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呼叫服务费

市价定价
原则

3,500,000.00

3,073,889.80

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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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15 年预计
交易金额

2014 年交易
金额

厦门空港快线有限公司

车辆租赁

市价定价
原则

5,000,000.00

4,525,263.29

厦门佰翔手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食品

市价定价
原则

100,000.00

23,284.80

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

房租、水电费等

市价定价
原则

150,000.00

78,908.17

福建空港快线有限公司

车辆租赁

市价定价
原则

2,000,000.00

1,646,816.27

厦门佰翔空厨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

市价定价
原则

1,500,000.00

1,030,568.30

福建万翔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货物代理等

市价定价
原则

6,000.00

2,744.82

福建万翔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办公租金

市价定价
原则

280,000.00

-

厦门民航凯亚有限公司

离港信息维保费

市价定价
原则

2,500,000.00

2,351,359.18

元翔国际航空港集团（福建）有
限公司

营销、工程咨询费
用

市价定价
原则

2,500,000.00

3,625,472.25

元翔国际航空港集团（福建）有
限公司

场地租赁

市价定价
原则

3,100,000.00

1,041,666.65

武夷山佰翔茶业有限公司

茶叶

市价定价
原则

100,000.00

80,041.35

厦门佰翔洗涤有限公司

洗涤

市价定价
原则

1,000,000.00

781,556.58

福建海峡旅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媒体广告

市价定价
原则

-

4,407.96

福建兆翔广告有限公司

媒体广告

市价定价
原则

-

35,283.01

2、销售材料及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15 年预计
交易金额

2014 年交易
金额

福建万翔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货物地面处理收
入

市价定价
原则

300,000.00

255,875.26

福建万翔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办公场所租赁

市价定价
原则

-

28,000.00

福建兆翔广告有限公司

媒体使用费

市价定价
原则

40,000,000.00

21,942,948.32

厦门佰翔手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商业场地租金

市价定价
原则

1,400,000.00

975,744.00

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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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厦门佰翔空厨食品有限公司

安检服务收入

定价原则

2015 年预计
交易金额

2014 年交易
金额

市价定价
原则

500,000.00

493,200.00

3、代收代付的关联交易
①向关联方收取的款项
单位：元
2015 年预计交
易金额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交易金额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元翔（福州）国际航
空港有限公司

内外航机务服务
费收入

市价定价原则

16,000,000.00

14,744,553.57

元翔（龙岩）冠豸山
机场有限公司

内航机务服务费
收入

市价定价原则

200,000.00

112,814.14

元翔（武夷山）机场
有限公司

内航机务服务费
收入

市价定价原则

3,200,000.00

2,950,210.13

其他关联方单位

水电费收入

市价定价原则

24,000,000.00

21,704,217.38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业集团”，由原“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有
限公司”更名）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68%的股份。翔业集团成立于 1994 年 12
月 8 日，注册资本为 20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倜傥先生。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
有：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办理经民航总局批准的民用机场航空运输业务；
对国内外飞机提供机务保障；为飞机提供地面技术及设备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商品中
介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物业管理。
2、福建万翔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翔现代”，由原“福建空港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更名）成立于 1998 年 03 月 25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张
杰先生，经营范围主要有：1.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2.航空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
理业务；3.批发、零售；4 仓储；5.报关；6.普通货运。
3、厦门兆翔花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翔花卉”）成立于 1994 年 11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刘亚军先生，主要经营：1.承担机场的环境卫生、
绿化、美化工程、花卉摆设；2.承接园林绿化施工、假山造景工程以及现代室内艺术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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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盆景设计；3.城镇绿化苗、花卉的生产、批发、零售；4.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出
口。
4、厦门兆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翔物业”，由原“厦门佰翔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更名）成立于 2006 年 8 月 14 日成立，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500 万元整，法
定代表人为蒋健先生。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物业服务、会议服务、房屋中介服务、停车
场管理。
5、福建兆翔临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翔置业”）成立于1994年12月23日，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杨卫明先生，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
经营及管理、经纪与代理。
6、厦门万翔网络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翔网商”）成立于2008年9月22日，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500万元整，其中：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8075万元，占95%股权，
福建万翔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出资425万元，占5%股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培坤先生；
主要经营范围：1.从事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维护；2.招投标代理业务；物资的采购；
3.机电设备的技术服务、安装；4.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配送服务；
5.五金交电、日用百货、计算机设备及耗材、通讯器材、办公用品、机电产品的批发；
6.汽车（不含乘用车）销售；7.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8.电子商务相关的咨
询服务；9.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10.经营三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物
理治疗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X射线设备、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医用高能
射线设备、医用核素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除外）、三类手术室急救
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7、厦门经发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发机电”）成立于 2000 年 6 月
16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整，法人代表为周培坤先生，经营范围主要有：1.接
受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委托进行机电设备、原材料等货物及其他服务项目的国内、
国际招标、技术咨询；2.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
定公司经营的进出口商品除外的其他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加工贸易、对销贸
易、转口贸易业务。
8、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空港”，由原“福州国际航
空港有限公司”更名）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7 日，本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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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为汪晓林先生。经营范围主要有：办理经民航总局批准的民用机场航空运输
业务及民航延伸配套业务；对国内外飞机提供机务保障，为飞机提供地面技术及设备
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商业中介服务；物业管理；航空货站；租赁；土地房地产开
发；机场区域内的其他商业经营。
9、福建兆翔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翔广告”，由原“福建兆翔雅仕维联合广
告有限公司”更名）。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人代表为林声纲先生。经营范围主要
有：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
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10、厦门佰翔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翔酒店集团”）成立于 2008 年 1 月
24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25 亿元整，法人代表为钱进群先生，经营范围为：米、面制品
及食用油批发；果品批发；蔬菜批发；肉、禽、蛋批发；水产品批发；调味品批发（不
包括盐的批发）；酒、饮料及茶叶批发；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其他散装食品批发；乳
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五金产品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其他
家庭用品批发；鞋帽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灯具、装饰物品批发；
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呼叫中心（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商
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服装批发；对酒店业的投资；
从事对合法设立的酒店的管理；酒店的咨询。
11、厦门兆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翔科技”，由原“厦门国际航空港
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更名）成立于 1996 年 11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6100 万元整，法人代
表为徐建军先生，经营范围为：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
赁；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专业化设计服务；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提供施工设备服务；五金
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
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零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
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从事报关业务。
12、元翔（龙岩）冠豸山机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机场”，由原“龙岩冠豸
山机场有限公司”更名），成立于 2003 年 1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法人代表为
张哲平先生，经营范围为：1、航空运输业务；2、对国内外飞机提供机务保障；3、为
飞机提供地面技术及设备服务；4、航空客货运输销售代理；5、停车场业务；6、机场
5

区域内的其他商业经营；7、苗木种植与销售；8、中草药、农产品和经济作物种植与销
售。
13、厦门空港快线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快线”），成立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整，法人代表何建忠先生，经营范围：市际班车客运、
县际（旅游）包车客运；省际（旅游）包车客运。
14、厦门佰翔手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翔电商”），成立于 2011 年 6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韩涛先生，经营范围为：米、面制品及
食用油批发；糕点、糖果及糖批发；果品批发；蔬菜批发；肉、禽、蛋批发；水产品批
发；调味品批发（不包括盐的批发）；保健食品批发；酒、饮料及茶叶批发；烟草制品
批发（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其他散装食品批发；乳制品（不含
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其他综合零售；粮油零售；糕点、面包零售；保健食品零售；
酒、饮料及茶叶零售；烟草制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散装食
品零售；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谷物、豆及薯类批发；其他农牧产品批
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厨房、
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灯具、装饰物品批发；家用电器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
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不含弩）；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含文物)；
其他文化用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
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果品零售；蔬菜零售；肉、禽、
蛋零售；水产品零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
零售；钟表、眼镜零售；箱、包零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自行车零售；其他日
用品零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弩）；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
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乐器零售；照相器材零售；其他文化用品零售；五金零
售；灯具零售；家具零售；卫生洁具零售；互联网销售；市场调查；市场管理；商务信
息咨询；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其他企业管理服务；广
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专业化设计服务；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事项）
15、元翔（武夷山）机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夷山机场”，由原“武夷山机场
有限公司”更名），成立于 2002 年 5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17118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余
谦先生，经营范围为：航空机场，空中交通管制通信导航；航空配餐、食品加工、餐饮；
旅客服务及其他航空运输辅助服务，航空客货运输及代理业务，航空汽车运输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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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批发零售，场地经营，宾馆（限分支机构使用），广告，仓储。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16、福建海峡旅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传媒”）成立于 2010 年，注
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齐冰，经营范围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
内广告；旅游文化活动策划、组织、推广；会展服务；展览展示；旅游信息咨询；旅游
品牌策划；资产管理；《海峡旅游》报刊出版。
17、厦门佰翔空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翔空厨”）成立于 1994 年，注册资
本 1211 万元，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618 万，占注册资本的 51%；香港厦门航空食
品有限公司出资 593 万，占注册资本的 49%，法定代表人为梁志刚，经营范围为：从事
航空配餐、各式餐饮、旅游食品的生产及相关产品的物流配送，并经营中西餐厅、咖啡
厅、快餐店、饼店及其他专用型保税仓库，饮料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
18、福建空港快线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快线”）成立于 2001 年 8 月 27 日，
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其中，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020 万元，占 51%股权，福
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出资 980 万元，占 49%股权，法定代表人为郑瑞亮，经营范围为：
县际班车客运；市际班车客运；市际包车客运；客车维修；客运站经营；广告设备租赁；
自由房产租赁。
19、厦门佰翔洗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翔洗涤”）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注
册资本为 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瑞萍，经营范围为：1、提供洗涤服务；2、酒店用
品租赁；3、自有厂房租赁；4、批发销售洗涤清洁剂；5、洗涤技术咨询；6、洗涤设备
的销售、安装和维修。
20、武夷山佰翔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翔茶业”）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
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余谦，经营范围为：茶叶（乌龙茶）加工、销售，
茶叶科研；生态茶园基地建设；茶文化传播；茶具销售；茶叶包装。（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1、元翔国际航空港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翔集团”）成立于 2012
年 01 月 29 日，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斌，经营范围为：1、航空信息
咨询服务；2、物业服务；3、商业管理咨询；4、航空港开发与建设。
22、厦门民航凯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航凯亚”）成立于 2001 年 9 月 14 日，
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其中，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020 万元，占 51%
股权，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出资 570 万元，占 28.5%，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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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万元，占 20.5%。法定代表人许世清，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
件工程项目的承包；民航网络开发与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硬件、外设、网络产品的
研制、开发、生产、销售、租赁以及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支持；开发与民航计算机系
统相关的软件产品，代购代销软、硬件产品。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翔业集团：控股股东
2、万翔现代：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3、兆翔花卉：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4、兆翔物业：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5、兆翔置业：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6、万翔网商：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7、经发机电：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8、福州空港：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9、兆翔广告：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0、佰翔酒店集团：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1、兆翔科技：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2、龙岩机场：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3、厦门快线：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4、佰翔电商：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5、武夷山机场：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6、海峡传媒：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7、佰翔空厨：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8、福建快线：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9、佰翔洗涤：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20、佰翔茶业：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21、元翔集团：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22、民航凯亚：联营单位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及经营情况和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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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有政府指令性价格的，执行政府指令性价格；
2、没有政府指令性价格的，有可适用行业价格标准的，依据该价格进行；
3、若无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4、对物资设备采购等偶然发生的服务，按照实际发生的中标价格计价。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按政府指导价格、公开市场价格和招标价格向关联方购
买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租赁土地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进行此类关联交易，
使得公司管理更加专业化，更加专注于保障航空生产运行，使公司可以进一步提高保障
能力及提升服务品质，同时减少公司设备、人工成本等支出。
（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按政府指导价格、公开市场价格向关联方销售材料及商
品、提供劳务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此类关联交易属于在厦门机场范畴从事航
空等经营业务所必须发生的交易，交易价格为公开市场价格，同时此类关联交易有利
于促进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2、上述关联交易作价原则和标准都遵循民航总局关于民用机场收费标准文件、批
文、行业收费标准和市场公开定价原则，作价公平合理、运作符合常规，不损害公司
和关联交易方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均未
产生重大影响。
（六）审议程序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召开，会议审议了上述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 11 名董事中，在翔业集团任职的关联董事陈斌先生、王
倜傥先生、钱进群先生、刘晓明先生、郑进女士需回避表决，董事孙长力先生、刘范畴
先生和独立董事曾招文先生、赵鸿铎先生、吴超鹏先生、郑学实先生参与表决。
2、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宜需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
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方可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
3、公司独立董事曾招文先生、赵鸿铎先生、吴超鹏先生、郑学实先生参与了《日
常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并需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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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以往的实际情况，对关联交易的预计是比较合理的。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日常关联
交易的定价原则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联交易的签署情况
1、本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订立《供电协议》和《供水协议》，由厦门国际
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代收代付翔业集团及其子公司在厦门机场内耗用的水电费，于 2008
年 7 月 1 日生效，期限永续。
2、本公司将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订立《停车场租赁合同》，租入位于厦门高崎
国际机场 1 号候机楼前停车场，合同金额 300 万元，期限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到期无异议自动延续。
3、本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产租赁协议》，根据协议，本公司租赁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消防救援中心大楼、急救中心大楼、厦门高崎机场北区场务站、
厦门高崎机场南区供水值班房、厦门高崎机场西大门安检室、消防救援中心安检室等六
处房产，面积合计 14,351.42 平方米，用于机场办公及设施设备运行保障，合同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合同年租金为 399.49 万元人民币。到期无异议自动延
续。本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产租赁补充协议》，本公司租赁厦门翔业集
团有限公司旧消防救援中心楼，面积 1920.44 平方米，作为公司飞行区管理配套用房，合
同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39 年 12 月 31 日，期限为 20 年，全部租金 394.53 万元，年租
金 19.73 万元。
4、本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根据协议，本公
司租赁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飞行区等土地，土地面积 203.43 万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年租金均为 2,162.16 万元。到期无异议自动延续。
5、本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机场市政配套设
施土地租赁》，为合同续签，根据合同，本公司租赁厦门翔业集团现有公司厦门高崎国际
机场内的道路与绿地、南区用地等土地使用权，租赁土地面积为 283,710.88 平方米，期
限为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租金共计 490.04 万元。到期无异议自动延续。
6、本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运行指挥中心业务楼租赁合同》，本公司
租赁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运行指挥中心业务楼，面积为 9,321.40 平方米，作为办公、
候机等用途合同自 2012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32 年 4 月 30 日，期限为 20 年，一次性支付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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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共计 4,085.20 万元，年租金为 204.26 万元。
7、本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厦门机场停机坪东扩租赁协议》，根据合
同租赁面积为 165,516.68 平方米，用于机场航空主营业务及相关附属项目，停机坪东扩
资产的租赁期为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在本协议约定的租赁期内租金总
额为 670 万元，其中东扩一段的租金总额为 320 万元，东扩二段的租金总额为 350 万元。
到期无异议自动延续。
8、本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站坪滑行道及土地租赁合同》，承租位于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内位于 T4 航站楼北侧的站坪及滑行道资产，承租站坪及滑行道相关土
地及次降下滑台相关土地(土地面积合计为 444,096.64 平方米)，用于机场航空主营业务，
站坪及滑行道资产的年租金总额为 1756.82 万元，土地年租金 478.29 万元。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9、本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市政配套资产及土地租赁合同》，承租位
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内位于 T4 航站楼南侧的市政配套资产（主要含地面停车场），承租
市政配套资产相关土地(土地面积合计为 118,738.35 平方米)，用于机场航空主营业务及相
关附属项目，市政配套资产的年租金总额为 497.96 万元，土地年租金 54.62 万元。期限
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0、本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产租赁协议》，承租“消防救援中心二
期大楼”房产，作为公司配套用房，年租金 376.81 万元，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1、本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法律事务服务协议》、《人事代理服务协
议》、
《网络服务协议》，按照合同约定收费标准，每季度按实际业务量进行结算，合同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期限永续。
12、本公司与厦门兆翔花卉科技有限公司续签《厦门机场候机楼植物租摆合同》，
由厦门兆翔花卉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候机楼内公共区域及头等舱、贵宾室及办公室等场
所的盆栽租摆事宜，合同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3、本公司与厦门兆翔花卉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厦门机场飞行区割运草、碾压、草
坪除虫、排水沟清淤施工合同》，201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重新签订，合同金额每年 115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考核进行考核结算，合同期限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2
年，到期双方无异议，自动延期。
14、本公司与厦门兆翔花卉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绿化养护承包合同》、《环卫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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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合同》，由厦门兆翔花卉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本公司红线及租赁范围内绿化养护、环
卫保洁，费用结算根据合同标准按实结算，合同期限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 2 年，到期双
方无异议，自动延期。本公司与厦门兆翔花卉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花卉摆放承包合
同》，由厦门兆翔花卉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本公司红线及租赁范围内花卉摆放，费用结算
根据合同标准按实结算，合同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2 年，到期双方无异议，自动延
期。
15、本公司与厦门兆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厦门机场候机楼保洁合同》，合同
金额 2400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进行考核结算，合同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1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6、本公司与厦门万翔网络商务有限公司及厦门经发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签订
《物资设备采购代理协议》及《购销合同》，公司委托厦门万翔网络商务有限公司或厦
门经发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代理招标并进行设备及物资采购。合同期限从 2009 年开
始，每年续签一次，按照实际中标情况，进行采购结算。
17、本公司与厦门佰翔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订立《呼叫中心服务协议》，按照合同约
定收费标准，每月度按实际业务量进行结算，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无异议自动延续。
18、本公司与厦门空港快线运输有限公司订立《租车协议》，按照合同约定收费标
准，每月按照实际业务量进行结算，期限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9、本公司与厦门兆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厦门机场候机楼设备维修保养协
议》，合同金额暂定 2,415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进行考核结算，合同期限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本公司与福建兆翔广告有限公司签订《广告特许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特许经
营权费包括固定部分特许经营权费及变动部分特许经营权费，变动部分特许经营权费
按照福建兆翔广告有限公司相关的营业收入进行提成。合同期限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1、本公司与福建兆翔临港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代建协议》，本公司将委托福建兆
翔临港置业有限公司代建各项基建、维修改造工程，代建管理费参照厦门市财政投资
建设项目代建费有关规定标准计取。
22、本公司与厦门佰翔手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出租 3#候机楼出
发层手礼柜台及到达层东通道仓库，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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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到期无异议自动延长一年，年度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97.57 万元。
23、本公司之子公司元翔空运货服（厦门）有限公司与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特运库土地租赁协议》，用于作为货站配套设施危险品仓库建设用地，租赁面积 1782.57
平方米，合同期限 2007 年 12 月 1 日至 2033 年 08 月 31 日，全部租金 501 万元。
24、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元翔机务工程（福建）有限公司与元翔（福州）国际航空
港有限公司签订《收入分成协议》，根据协议，自 2007 年 7 月开始，元翔机务工程（福
建）有限公司根据其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提供的飞机勤务及特车业务收入，与元翔（福
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按照 9：1 比例进行分成。
25、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元翔机务工程（福建）有限公司与元翔（龙岩）冠豸山机
场有限公司签订《收入分成协议》，根据协议，自 2004 年 4 月开始，元翔机务工程（福
建）有限公司根据其在龙岩冠豸山机场提供的飞机勤务和特车业务收入，与元翔（龙岩）
冠豸山机场有限公司按照 9：1 比例进行分成。
26、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元翔机务工程（福建）有限公司与元翔（武夷山）机场有
限公司签订《收入分成协议》，根据协议，自 2011 年 6 月开始，元翔机务工程（福建）
有限公司根据其在武夷山机场提供的飞机勤务和特车业务收入，与元翔（武夷山）机场
有限公司按照 97：3 比例进行分成。
27、本公司于联营单位厦门民航凯亚有限公司订立《民航计算机订座系统网络节点维护
和终端设备维修收费合同》，委托厦门民航凯亚有限公司对我司的计算机订座系统网络
节点维护和终端设备进行维修维护，合同期限为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
若双方无异议则自动续签一年。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有关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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