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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机场股份 (694 HK; 7.35 港元; 目标价: 7.98 港元)  
国之大门，三年蛰伏期，砥砺再前行    
 
第一国门，上亿客流 
背靠首都地理优势，历经多轮产能扩建，北京首都机场目前拥有 3 座航站楼和 3 条跑道，为中国三大门户复

合枢纽之一。2018 年公司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 1亿人次，同增 5.4%至 1.01 亿人，旅客数量排名国内第一、

全球第二。公司 2018 年营收/净利分别同增 18%/10%至 113 亿/28.7 亿元，过去 9 年 CAGR 分别达到

10%/29%。机场业绩受产能扩建影响较大，由于北京新机场的建设疏堵，公司短中期无大规模产能扩建计

划，成本端料将稳定。 
 
300 亿免税合同落地，非航业务内生动力强劲 
坐拥首都地理优势，公司汇聚大量优质的国际公商务旅客，2018 年国际旅客同增 6.8%至 2737 万人，占比

总体旅客 27%，排名国内第二。凭借优质且庞大的国际旅客流量，公司去年与中免签订了高提成 (首年保底

提成 30 亿元)、高扣点率 (约 45%) 8 年免税合同，保守估计将为公司带来 300 亿元免税总收入。考虑当前机

场免税消费渗透率较低 (10%)，在看好消费升级趋势下，公司机场免税业务有望持续内生增长。 
 
补贴取消&转场分流影响未来三年业绩，但股价下跌已充分反映业绩预期： 
 
1) 航空性营收：考虑大兴机场转场分流效应，预计首都机场未来 3 年客流量为 10284 万/8655 万/7582 万

人，同比+2%/-16%/-12%，飞机起降架次同比-0.2%/-18%/-15%，同时考虑民航基金取消返还将一次

性减少近 12 亿元营收以及起降航班大型化和国际占比提升趋势，测算未来 3 年公司航空性营收为 42 亿

/37 亿/33 亿元，同比-20%/-13%/-9%。 
 
2) 非航营收，由于国际航司并不强制要求转场且首都机场较新机场地理优势更为明显，我们倾向国际航司

不减少首都机场航班量，预计公司国际旅客未来 3 年为 2841 万/2709 万/2703 万人，同比+4%/-5%/-
0.2%，分流影响弱于国内旅客。同时考虑到人均免税销售额每年 10%的提升幅度以及 2018 年新合同

执行未满整年，测算公司未来 3 年免税营收为 41 亿/43 亿/47 亿元，同比+48%/+5%/+10%。再结合其

他非航业务，测算公司未来 3 年非航营收为 74 亿/76 亿/80 亿元，同比+25%/+2%/+5%。 
 

风险因素 
大兴机场转场分流影响超预期；机场免税消费放缓等。 
 
建议关注 
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0.65/0.51/0.48 元，2021 年将是业绩低点且被市场充分预期。公

司当前 PE 显著低于内地机场行业 24 倍的 PE，并且市场忽视了转场分流对国际旅客影响小、公司免税业务

内生增长韧性足以及公司财务费用有望持续改善等因素，导致公司股价被低估，建议投资者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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