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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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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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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90,360,20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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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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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991-3736150 0991-3736150 

电话 0991-3742037 0991-3736150 

电子信箱 kokunff@sohu.com Mazhi099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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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航空航天板块 

明日宇航的经营理念是“创新、智慧、腾飞”。通过思想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供

给侧结构改革，带动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不同层面的创新，激发人的无限智慧，

参与企业创新，实现人与企业共同腾飞。技术产品紧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以原创性技术开

发和创新驱动为抓手，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市场导向，以提供稀缺服务实现合作共赢为目标，

实现飞行器零部件集成制造技术全面升级是明日宇航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核心竞争力。以持

续改进为永恒追求，成为全球飞行器零部件的优质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明日宇航利用自主知识产权的飞行器结构集成制造技术，在

保持原有业务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引进国际先进的技术和装

备，开展国际转包业务，军民融合，民技军用，实现营业收入16.40亿元，同比增长51.48%，

实现净利润4.65亿元，同比增长75%。 

2017年明日宇航“航空航天大型复杂结构件数字化车间”一期、“高精度复杂航空航天

结构件快速制造和研究中心”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产能进一步扩大。报告期内，“河

北航天产品基地”、“西安国际业务产业基地” 、“贵州航空产品西南基地”、“天津新材

料产品基地”进展顺利，并开始投入生产运营；“沈阳航空产品北方基地”筹建顺利列入当

地军民融合重点示范单位。 

1.1 主要产品及用途 

明日宇航是技术先导型企业，主要从事航空航天飞行器结构减重技术开发、应用和零部

件制造服务。结构件减重是提高飞行器轻量化、速度快、载荷大、续航久、能耗少等技战术

性能指标的重要途径。以实现飞行器结构件减重为目标，明日宇航形成了以钛合金、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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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合金、复合材料等为加工对象，以热成型、特种焊接、高速数控加工、组合装配等为技

术手段的飞行器零部件综合制造体系，建立了涵盖新材料应用、新工艺开发、零部件制造与

工装模具设计、制造、服务为一体的价值链。 

明日宇航所制造的航空航天飞行器零部件可分为“航空飞行器结构件”、“航天飞行器结

构件”、“发动机结构件”三类。具体产品如下： 

 

1. 2 航空航天业务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行业地位 

习主席曾强调，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举，又是

强军之策。军民融合，一方面能够发挥国防工业对社会经济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带动作用；

另一方面能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和创新科研上的优势，以经济体系支撑国防现代化建设。当

今世界军民融合已成为各国加速发展国力和军力的共同选择，发达国家主要领域的军民融合

度高达 8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仅在 30%左右；发达国家国防科研成果转化率达到 50-60%，

而我国仅在 15%左右。2017 年 1 月 22 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成立；6 月 20 日和 9 月 22

日习主席分别主持召开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和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首次明确

指出“国防科技工业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12 月 4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国防科

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即国办发 91号文）。军民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政策将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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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未来中央、国务院、军委等各个层面相关部门或将继续出台支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

政策。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保障，

国防工业将伴随国家崛起进程进入 10~20 年的高速成长通道。航空航天装备是国防装备建设

的重点方向，航空航天装备作为我军当前装备建设的重点，十三五期间的复合增速将在 20%

以上。在央企深化改革，瘦身健体的洪潮中，在国家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建立“小核心、大

协作”的国防工业体系的背景下，明日宇航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报告期内，明日宇航与

中航沈飞和贵飞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稳定公司在客户核心供应商地位。 

《中国制造2025》提出，航空装备。加快大型飞机研制，适时启动宽体客机研制，鼓励

国际合作研制重型直升机；推进干支线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和通用飞机产业化。突破高推

重比、先进涡桨（轴）发动机及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技术，建立发动机自主发展工业体系。

开发先进机载设备及系统，形成自主完整的航空产业链。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达成从“制

造大国”变身为“制造强国”的目标，到2035年中国的制造业将达成赶超德国和日本的目标。 

 

（2）农机业务 

  2.1 主要农机产品及用途 

公司农机板块子公司专业从事中高端农牧机械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致力于我国

农业机械化发展所需的农牧机械装备及替代国外进口的中高端农牧机械装备的研制。公司采

用自主研发、自主加工与外购、外协相结合的方式组织生产经营，并统一进行装配的生产模

式，即自主加工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零部件，通过外购

和外协定制完成其余零部件，最后由公司统一进行整机装配和调试，并通过与经销商合作的

方式向最终用户提供售后服务。 

报告期内，受企业内外部环境影响，公司农机销售收入较2016年下降69.88%，下属制造

子公司通过承揽对外机械加工业务，努力提升外协加工业务收入，2017年较2016年外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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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近一倍。 

受政策变化影响，公司实施产业收缩战略，将利润增长点放在外协加工收入方面，一是

提高设备利用率，二是利用公司的技术工艺，搭车中国制造2.0，为制造子公司快速适应市场，

及时调整业务收入结构和经营方向打下良好基础。 

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详见下表： 

 

  2.2 农机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行业地位 

农牧业收获机械在经过2012年车企改头换面进军农机后，走过了爆发式发展阶段，现阶

段已进入分化期，行业洗牌加剧，农机制造企业开始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蓄力或是被淘汰。

主要原因有几点：农民对农机的认识快速提高，要求也不断提升；农机手的知识层次和对机

械掌握的水平越来越高；国家宏观调控，发展多元种植模式的结果和民众对食品结构的需求；

国家促进林、耕平衡、保护环境的大政策促使国内主粮耕地维持在红线处，国家在粮食方面

加大进口力度。前述原因导致市场需求的农机产品针对特色农产品要有很强的适宜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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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性价比高、服务和配件网络方面快捷，而原有的传统粮食耕作所需的农机需求萎缩，产

品功能和性能的的要求却越来越高。 

公司通过分析研究，快速调整，开发出适宜多元种植经济作物的小型农机，2017年进行

初试，2018年将进一步坚持这一方针、导向，将原有传统产业提升高性能高质量和快速研究、

发展适应多种作物的小型农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贯彻到底。 

农机与农业一样有春耕、夏忙、秋收、冬整，公司的产品有适宜春耕和冬整的系列动力

旋转耙、联合整地机、液压翻转犁等；适宜夏季牧草收获的打捆机；适宜秋收的系列青贮收

获机和系列玉米收获机；适宜小农具的中小马力系列拖拉机。同时在区域特点和适应特点明

显的核桃剥皮清洗机、打瓜机、葡萄分选机、小型烘干机等等应用技术领域都有生产和销售。 

公司多年以来一直秉承产品至上的经营理念，持续保持研发水平才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体现，在行业内公司的研发水平，产品创新能力，一直处于行业前列，产品具有多样性、实

用性特点，在用户之间有不错的口碑。但近两年的行业调整，导致整个农机企业均遭受不同

程度的损伤，公司主营业务被挤压，在产品销量上下降明显。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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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853,831,790.32 1,791,410,466.89 3.48% 1,401,038,86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5,436,037.46 250,937,333.58 61.57% 300,754,80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4,469,350.57 225,359,721.40 39.54% 286,324,44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997,977.47 191,340,152.30 -159.58% 540,448,398.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7 58.82%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7 58.82%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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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5% 4.39% 2.26% 18.86%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8,963,156,227.50 8,060,165,507.41 11.20% 7,526,617,77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06,380,306.87 5,816,850,862.81 6.70% 5,591,459,278.3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4,952,134.51 402,567,481.97 563,967,484.92 802,344,68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2,421.91 90,764,557.99 165,243,363.80 148,755,69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91,412.80 84,341,517.67 116,311,066.19 124,408,17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602,811.02 -60,066,702.45 -89,904,247.66 135,575,783.6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99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5,72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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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卫华  15.50% 231,000,955 173,250,716 质押 132,580,000 

韩华  8.32% 124,026,360 93,019,770 质押 121,126,360 

杨立军  5.40% 80,438,103 80,331,077 质押 79,560,000 

高新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3.70% 55,172,057 0   

王建军  3.31% 49,329,280 0 质押 7,500,000 

嘉兴华控永拓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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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36,801,774 0   

卢臻  2.38% 35,528,542 26,64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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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邡星昇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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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32,30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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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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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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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7 新研 01 114203 2020 年 08 月 08 日 40,000 8.00%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报告期内无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将于 2018 年 8 月 8 日第一次付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不适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29.39% 26.76% 2.6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5% 0.24% 0.01% 

利息保障倍数 17.74 7.58 1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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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总营业收入185,383.18万元，同比增长3.48%，实现营业利润47,807.88

万元，同比增长 83.29%，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0,543.6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1.57%。 

（1）航空航天业务 

1.1传统军工业务的发展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我国周边战略压力的不断增大，同时我国战略安全边界逐步由

领土边境向经济边境外移，军队建设方向不断拓展，武器装备建设亦随之全面升级，为军费

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的增长提供有力保证，军工产业有望迎来10-20年高景气周期。报告期内

明日宇航在保证已建成项目正常运行的同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2亿元，顺利推进了航空航

天大型复杂结构件智能化车间、高精度复杂航空航天结构件快速制造和技术创新中心项目建

设。继续加强与各大主机厂的合作，顺利推进所承担的各项目的研发及批产交付，主营业务

收入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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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民机业务拓展 

近几年来，民航飞机市场需求持续提升，波音、空客两大巨头均在不断向上修正未来 20 

年新增民航飞机市场空间预测数据，未来我国民用航空存在巨大的飞机采购需求，民航采购

的产能合作模式将促进航空国际转包订单进一步向国内转移。报告期内，明日宇航通过了多

家公司的供应商成熟度审核，为进一步与国际航空业大型公司签订长期协议打下基础，报告

期内民机并未产生业绩影响。 

 

（2）农机业务 

面对我国农机行业结构性深度调整、市场低迷、竞争持续加剧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不利

局面，公司坚持“稳中求进、创新发展”的方针，通过产品的持续改进，加快新产品的研发进

度，改变销售策略，实行全款购机政策，降低应收款占比，加强对一年期以上应收款的清收

力度，在经营环境不利的大势中，将损失降到最低点。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专用设备制造

（农机） 
213,365,641.82 -60,937,657.36 24.90% -69.88% -219.81% 39.20% 

专用设备制造

（航空航天飞行

器零部件） 

1,640,466,148.50 547,715,875.10 45.62% 51.48% 89.16% 5.3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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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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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

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

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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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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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本报告期新设5家公司、非同一控制合并1家公司，分别为：新疆鑫创恒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沈阳明日宇航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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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鑫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贵州红湖发动机零

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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