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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9         证券简称：新研股份          公告编号：2017-060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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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研股份 股票代码 3001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钟滢 马智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南路

661 号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南路

661 号 

电话 0991-3792045 0991-3736150 

电子信箱 xygf_czy@163.com Mazhi0991@126.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87,519,616.48 261,292,910.01 8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436,979.90 18,209,059.89 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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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73,750,104.87 3,181,211.23 2,218.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9,669,513.47 -196,343,062.77 18.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14 0.0122 403.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14 0.0122 403.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 0.33% 1.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071,665,096.55 8,060,165,507.41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82,386,172.71 5,816,850,862.81 1.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4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卫华 境内自然人 15.50% 231,000,955 173,250,716 质押 122,580,000 

韩华 境内自然人 8.32% 124,026,360 93,019,770 质押 113,626,360 

杨立军 境内自然人 5.40% 80,438,103 80,331,077 质押 79,560,000 

高新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3% 55,532,057 0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3.31% 49,329,280 0 质押 3,400,000 

嘉兴华控永拓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1% 40,316,254 40,316,254   

华澳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澳·臻智 28 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47% 36,801,774 0   

卢臻 境内自然人 2.38% 35,528,542 26,646,406   

什邡星昇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5% 35,006,063 35,006,063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信

托·汇金 8 号

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2.20% 32,791,28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周卫华、王建军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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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稳健落实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实施未来发展战略，航空航天业务在国家军民融合委员

会战略方针的指引下，开拓进取，积极参与，加强战略布局，加强投资力度，扩大生产规模，军技民用，

开拓国内外民用航空市场，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军民品订单大幅增长。农机业务在面临着

行业全面深度调整，农机企业面临着更加残酷的外部竞争环境，农机产品面临着升级或者被淘汰的绝境，

经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影响下，积极开发新产品，加大研发投入，优化资产结构，应对行业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8,751.96万元，同比增长86.58%，其中主营业务收入48,561.79万元，

同比增长86.46%；实现营业利润10,429.87万元，同比增长1,911.0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9,143.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2.15%。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航空航天业务  

1.1传统军工业务的发展 

报告期内，利用现有产业平台，积极开展数字化管理技术和柔性制造应用技术研发，努力提高机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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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利用率，开展难加工技术研究和装配技术提升，订单和交付速率得到大幅提高。同时明日宇航积极响应

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的号召，以原创性技术为牵引，产业链平台为基础，以产融结合为纽带，实践明日宇

航核心价值观。结合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北京市对口支援沈阳市，与沈北新区、沈飞公司签订深层

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立沈阳明日宇航，打造明日宇航东北航空产业基地；为加快项目落地速度，积极

培训人员队伍，已租赁厂房，并投入部分设备，打造模拟小环境，为大力承接沈阳市航空系统两所三厂军

民融合释放的项目以及为哈尔滨航空航天及中船系统的单位提供近距离服务，做无缝连接式准备；并积极

接洽沈飞民机公司和以色列IAI公司、加拿大庞巴迪公司，为承接民用航空产品积极准备；响应国家“京

津冀一体化”和北京“去首都功能化”的规划精神，与河北任丘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成立河北明日

宇航，打造明日宇航河北航天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舱段柔性制造生产线、系统件柔性制造生产线、发动

机单元体柔性制造生产线、数字化装配生产线、发动机维修中心、复合材料中心、热表处理中心、检测中

心、研发中心等，与北京明日宇航形成两翼齐飞的布局；成立天津明日宇航，作为新材料的研发与服务平

台，同时为明日宇航公司提供原材料采购和物资配送与调剂，完善航空航天板块产业链条，逐步改变现有

的来料加工生产经营模式，提高公司对航空航天主战场的服务质量，增强核心竞争力优势；筹备成立贵州

明日宇航，参与贵州省军民融合示范区建设，已与中航贵飞签订《贵飞工业联合体深层次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框架协议》，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模式联合设计研发新型飞机，以此为契机全面对接央企深化改革，

取长补短，互助互利，优先参与其他型号配套任务，此举为明日宇航实现产业升级可谓意义深远；与黎阳

公司、中航技等联合开发中等推力航空发动机，明日宇航负责整机零部件齐套工作；建设民用航空钣焊零

部件/单元体柔性制造生产线，承接国际转包业务；明日宇航正稳步向一级供应商行列进军。 

1.2 民机业务拓展 

报告期内，明日宇航以中国商飞C929项目为牵引，以大飞机复合材料关键零部件和大部段为切入点，

开展国际业务合作，深层次技术合作，多次组团前往欧洲，主动出击，并在国内接待了多批次的回访和调

研考察，与空客、波音、庞巴迪、以色列航空、GE、CFM、普惠、罗.罗等国际知名航空企业以及其旗下一

级供应商洽谈全面合作；积极参与商发CJ-2000前期研制工作，抢占国产大飞机和国际转包主流市场；合

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创立联合创新平台、股权收购、国内合资、共同承接民用飞机及发动机国际转包业务

等，双方业务可以长期形成互补优势，有助于通过各自渠道获取订单，共同发展。现在有多个项目包进入

报价阶段或首件试制阶段。 

1.3 进军商业航天领域 

报告期内，西藏明日宇航在卫星硬件方面完成了“明日宇航一号”卫星的技术论证与商务谈判，具备

了随时签订正式合同的条件与基础；卫星应用方面完成了以中电科54所为龙头的“信息化产业联合体”的

成立，组织了卫星轨位申报与协调，完成了运营牌照的申报，组织了行波管数字流量租赁谈判、终端产品

的开发、地面关口站的技术论证、数字加密技术论证、终端客户体验调研，为未来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络的

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和技术基础；完善了西藏明日宇航企业架构搭建，为规范发展铺平了道路。。 

1.4 企业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明日宇航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注重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技术中心投入科研经费4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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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碳纤维复合材料成套制备技术、工业智能技术、绿色制造技术、特种加工技术、无损检测技术等尖端

制造技术领域展开研究着力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新型、绿色、智能工厂，以满足公司未来发展需求，

实现业绩稳步增长。 

（2）农机业务 

面对农机行业的震荡调整期，公司认真分析和研究判断未来的市场，适时调整战略，着眼未来，积极

研发试制新产品，加强研发力度，报告期内，公司农机业务研发投入524.46万元，在2016年的研发基础上，

2017年上半年共有多个项目的研发投入，主要有4YZT-5/10型自走式玉米籽粒收获机、4QZ-3000X自走式青

贮饲料收获机、4QZ-3000B自走式青贮饲料收获机等重点开发机型。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持有效专利共

54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实用新型专利38项、外观设计专利3项）；其余还有3项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

型处于受理阶段。同时公司结合目前行业现状以及自身实际发展需求，优化农机资产结构，降低生产经营

成本，积极寻求战略投资者，强化应收账款收回力度，通过以销定产，稳定销售路径，在市场不景气的时

期，把握客户源，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 

（3）投资业务 

报告期内，梅克斯哲作为公司以航空航天产业链为核心的投资业务板块管理平台，对航空航天板块未

来业务发展进行了整体筹划。其一，组织团队启动了海外合资合作项目的筹划工作，并组织开展了多轮商

务洽谈；其二，主导完成了对鲁晨新材的增资工作；其三，指导完成了河北宇航、天津宇航、沈阳宇航的

组建设立工作；其四，组织完善了西安宇航、西藏宇航内部组织结构搭建工作；其五，对成都联科、贵州

红湖等参股企业进行战略筹划、内部体系建设、市场开发等方面的督导，强化了公司对航空航天产业链上

下游的影响力；其六，积极寻求航空航天产业中具备优质潜能的公司进行合资、合作或并购，合理利用上

市公司平台，筹划公司融资方案。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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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本期新设立三家孙公司，分别是河北明日宇航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沈阳明日宇航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明日宇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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