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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8                   证券简称：航发控制                 公告编号：定 2017-03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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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冬梅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屈仁斌（独立董事） 

王立维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屈仁斌（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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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发控制 股票代码 0007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中航动控。2017 年 4 月 20 日起股票简称由“中航动控”变更为“航发控制”，详见巨潮

资讯网《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公告》（临 2017-02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文辉 王先定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梁溪路 792 号 无锡市滨湖区梁溪路 792 号 

电话 0510-85700611 0510-85707738 

电子信箱 fwh668@163.com wangxianding2008@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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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914,061.24 1,215,620,963.87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3,263,541.99 112,987,965.91 2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36,590,498.85 105,335,078.38 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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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513,177.51 -128,347,171.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1 0.0986 2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51 0.0986 2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6% 2.35%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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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3,328,077.38 6,847,113,566.34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60,648,877.43 4,935,019,388.73 2.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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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34% 267,438,629 0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7.39% 199,200,000 0   

中国航发北京长空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46% 142,732,429 0   

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28% 106,276,52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鹏华中证国防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 14,409,829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1% 10,464,8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10,385,683 0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7% 7,668,300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6,971,706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商主题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4,999,9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的中国航发西控、中国航发南方、中国航发长空、中国航发黎明

均为中国航发管理的单位，该四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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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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7 年 05 月 14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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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全面实施聚焦主业战略，产业调整取得成效；积极实施成本工程，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较好

地完成了上半年重点型号发动机控制系统产品科研生产交付任务，公司运营质量和经营效益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2,4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76%。公司主营业务中，发动机控制系统及部件产品实现

收入102,22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4%；国际合作实现收入12,0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08%；非航产品及其他实现收

入7,8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34%。 

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6,6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67%，净利润14,1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49%，主要原因是通过

聚集主业、优化能力布局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公司盈利能力提升，主营业务毛利率同比增加1.45个百分点。 

公司营业成本86,15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0%。主要是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效果显著，盈利能力较高的产品比重上升。 

公司期间费用20,19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116万元，其中销售费用71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1万元，减幅10.16%，

主要是本期展览费减少；管理费用18,19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300万元，减幅6.67%，主要是本期研发费列支减少；财务

费用1,28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65万元，增幅25.93%，主要是汇兑损失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2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8,086万元，主要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增加30,909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64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472万元，主要原因一是理财投入

减少16,500万元，二是构建固定资产支出同比增加4793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5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586万元，主要原因是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减少28,750万元，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减少31,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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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公司对2017年1月1日

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本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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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损益，不涉及以往年度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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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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