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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3                             证券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2017-031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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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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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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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特高新 股票代码 0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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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平 周理江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1 号 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1 号 

电话 028-85921029 028-85921029 

电子信箱 board@haitegroup.com board@haitegroup.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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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30,766.16 239,066,769.74 -1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078,632.02 50,203,356.83 -5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075,320.62 45,585,241.33 -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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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297,699.24 -74,075,655.52 34.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7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7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1.52%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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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7,937,081.19 5,925,423,079.66 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92,459,331.43 3,640,486,133.68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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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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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飚 境内自然人 17.18% 130,013,981 97,510,486 质押 
105,0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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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再春 境内自然人 6.87% 5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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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19,036,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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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13,703,55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核

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5% 12,512,500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3% 11,600,237  冻结 8,400,0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其他 1.32% 10,005,000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9% 9,79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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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9,146,707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日进

斗金 22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14% 8,632,0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飚先生系李再春先生之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842000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3180237 股，实

际合计持有 11,600,23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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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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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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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百年海特”发展愿景，秉承“以航空技术为核心，

同心多元发展”的总体发展战略，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日趋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管理

层依照董事会总体部署，对内强化企业管理，对外积极主动整合全球资源与市场，内外兼修

的发展方式使得公司软硬实力得以稳步攀升，公司长期发展的基础日益稳固。公司2017年上

半年主要工作如下： 

一、综合航空技术服务提供商--航空产业链业务板块 

1、航空新技术研发与制造。 

航空新技术是公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为巩固公司航空新技术研制领域的领先技术优势，

公司持续完善科研体系，目前已形成在研储备项目丰富、新项目不断上市、成熟项目稳定交

付的良好局面。2017年上半年，公司按节点推进多款新型发动机电调、某型机舱氧气系统、

某型直升机救援绞车、多型发动机维修技术开发等项目的开发工作，其中某型机舱氧气系统

已经完成产品军检工作并准备交付客户、某型直升机救援绞车已经完成试飞工作。 

2、航空培训。 

2017年上半年，昆明飞安、天津飞安、新加坡AST三大航空培训运营基地已经全面建成，

公司已实现航空培训多领域、多机种、业务全球覆盖的战略布局，公司作为独立第三方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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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领先地位得到巩固。在模拟机研制方面：公司子公司罗克韦尔柯林斯海特（ACCEL）

成功研制首台国产B737NG D级飞行模拟机并交付天津飞安使用，这是公司与国际航空制造企

业强强联合，实现公司技术提升和产业链渗透的成功探索。经营方面:泰雷兹公司为公司生产

的全球首台EC-135直升机全动模拟机已经完成安装调试工作将投入运营，已顺利通过民航局

飞行模拟机D级认证。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航空培训市场，国内市场、东南亚市场占有率

稳步提升，业绩保持稳定发展势头。 

3、航空维修。公司航空维修业务已形成部附件和整机维修全覆盖，维修广度和深度均有

新发展。 

3.1 部附件维修。 

报告期内，面对行业市场环境波动，采取适当措施，维持部附件业务平稳发展，公司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部附件产品服务结构，加强了军品部附件市场开拓以及与中航材集团

签订航材分销战略协议开展航材分销等新业务。公司与ZODIAC AEROSPACE SERVICES(卓达宇

航集团)签订业务合作协议，公司成为卓达宇航集团的中国服务中心，为卓达宇航的中国客户

提供优质的维修服务。 

3.2 飞机整机维修。 

2017年上半年，天津海特飞机工程和宜捷海特运营状况持续向好，天津基地整机大修、

工程改装、航线等业务饱和。报告期内，天津海特飞机工程与 ISRAEL AEROSPACE 

INDUSTRIES,LTD.,合作开发B737NG飞机客改货业务，截止目前首家客户B737-700飞机已经完

成改装设计、改装施工和试飞取证，并于2017年6月取得全球首个B737-700飞机客改货STC资

质，本项目的成功标志着公司飞机工程改装技术能力跻身世界前列。报告期内，宜捷海特取

得湾流G550定检维修授权审核，签署达索7X/8X授权维修服务中心合约。另外，天津基地二期

机库的建设正按节点推进当中。 

4、航空租赁。航空租赁业务有利于优化公司航空服务商业模式。目前公司已建立天津、

新加坡、爱尔兰三大业务平台，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就飞机租赁与相关方进行了密切的磋商。 

二、微电子 

海威华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第二代/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的研

制，产品主要面向5G、雷达、新能源、物联网等高端芯片市场。2016年4月，海威华芯第一条

6英吋第二代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线贯通，该生产线同时具有砷化镓、氮化镓以及相关

高端光电产品的生产能力。2016年5月海威华芯首次开发出砷化镓产品成为国内首家掌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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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半导体生产工艺的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项目建设，海威华芯团队不断优化产品的生产技术工艺，产线

生产和研发按预定目标稳步实施之中，IPD和PPA25已经完成产品可靠性验证并处于提升产线

良率阶段。公司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产品市场推广方面，民用产品已经与国内某知名厂商展

开合作，产品处于测试阶段，另外就5G市场方面产品进行了密切的磋商；军品市场方面，公

司已与某所某多功能芯片项目完成技术协议细则；与其他重要客户的合作也处于积极推进阶

段，多款产品样品处于测试阶段。2017年上半年，海威华芯获得国军标GJB认证以及保密认证。 

海威华芯是公司和成都四威电子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集工艺开发、器件模型、产品生产

制造于一体的第二代/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的开放平台，为公司响应“国家混合

所有制改革”和“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融入国家信息安全发展的重大举措。 

三、其他事项 

1、公司与深圳前海凯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海特凯融，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

中公司出资额为8000万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80%，深圳前海凯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2000

万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0%。海特凯融已于2017年1月13日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

商登记手续。2017年1月24日，联通宽带在线有限公司、航美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海特凯

融签署《联通航美（北京）网络有限公司出资协议》，海特凯融出资7800万元参股设立联通

航美（北京）网络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0%。联通航美（北京）网络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航空机

载通讯业务，致力于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航空机载WiFi综合技术方案解决方和增值服务运

营商。 

2、公司子公司亚美动力荣获“中国航发2016年度优秀供应商”奖项。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公司董事会多年来的战略业务布局将

逐步进入收获期，公司管理层对海特高新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公司将以良好的业绩回报广

大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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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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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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对外投资设立的企业：海特凯融。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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