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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2017-54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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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电器 股票代码 0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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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旺 马庆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河路 7 号 贵州省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河路 7 号 

电话 0851-88697168 0851-88697026 

电子信箱 zw@gzhtdq.com.cn mq@gzhtd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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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483,290.29 1,099,265,831.85 1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8,932,244.64 126,069,754.61 1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8,587,747.60 122,935,925.23 1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10,835.64 51,429,137.24 -115.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9 2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9 2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8% 6.22% 0.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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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3,997,534,659.91 3,715,081,362.97 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03,898,052.73 2,155,028,285.20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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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1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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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航天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1.65% 178,666,306    

贵州梅岭电源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5% 16,50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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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2% 12,938,994    

金世旗国际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7% 10,154,348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7% 8,00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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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0% 7,30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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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2% 4,387,627    

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0.49% 2,105,893    

信泰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4% 1,899,882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银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2% 1,799,0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股东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的下属全资企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合并持有本公司 46.05%的股份，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公司可能会通过上述全资企业共同行使表决权，从而达到控制本公司的目的，即上述

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股东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154,34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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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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客观分析产品主市场竞争形势，研究制定经营管理措施，以“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工作精益化”建设为

目标，持续强化“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加速推进智能制造，加快培育新业务、新领域增长点。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公司主要经营指标持续保持增长，并圆满完成了“天舟一号”等国家重大工程配套任务，“航天电器及图”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航天电器及四环图形”国际商标成功通过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 

2017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72,483,290.2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76%；实现利润总额198,466,629.96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5.77%；实现净利润148,932,244.6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13%。 

（1）营业收入：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72,483,290.2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76%，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实施“横

向拓展、纵向深入”的市场开发策略，紧紧围绕重点用户、重点产品、重点市场，拓展产品应用新领域，公司重点专项产品

订货、产品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2）营业成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成本”为790,649,704.0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96%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国内宏观经

济环境影响，公司产品制造用部分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供应价格上涨；二是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6%，带动

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3）管理费用：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为217,549,634.8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01%的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公司研

发投入同比增加4,722,926.16元；二是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5.76%，使部分变动管理费用支出相应增加。 

（4）研究开发费：报告期公司“研究开发费”为93,358,755.5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3%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继续加

大光通信器件、无线基站光电互连、高速数据传输互连系统、微传输集成一体化、新能源汽车用连接器和精密微特电机新技

术、新产品研发投入，科研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010,835.64元，较上年同期“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1,429,137.24元下降115.58%的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公司货款回收情况略

低于上年同期；二是报告期公司及子公司缴纳税费、员工薪酬等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三是公司货款回笼主要集中于

第4季度，报告期公司货款结算情况正常，符合公司历年货款回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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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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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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兆勇 

                                                                   2017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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