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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18                          证券简称：航锦科技                           公告编号：2018-080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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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锦科技 股票代码 0008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方大化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东冬  

办公地址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 1 号  

电话 0429-2709027  

电子信箱 zqb@hangjintechn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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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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621,472.70 1,495,081,705.73 2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1,088,406.96 61,016,475.70 29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0,226,635.59 67,573,618.69 255.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15,365.54 -45,773,122.4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09 28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09 28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2% 2.65%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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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4,898,438.56 3,802,242,124.88 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32,824,231.25 2,496,870,755.06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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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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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余昊月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66% 198,300,000 0 质押 198,300,000 

徐惠工 境内自然人 4.01% 27,740,000 0   

方威 境内自然人 3.73% 25,788,052 0   

常州炬仁光电

系统集成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7% 21,965,237 0   

兴全睿众资产

－中国银行－

方大锦化化工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41% 9,734,367 0   

华润深国投信 其他 1.29% 8,953,1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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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有限公司－

韬蕴 2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新余子庆有余

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5% 8,654,901 0 质押 8,350,000 

杭州万珹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 7,797,668 0 质押 7,797,668 

张亚 境内自然人 1.06% 7,363,020 0 质押 7,350,00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68% 4,68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获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常州炬仁光电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中有 16,597,605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其余股

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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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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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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综述 

 2018年1-6月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实现营业收入18.29亿元，同比增长22.31%；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41亿元，同比增长

295.12%。 

 2018年1-6月公司化工业务平均毛利率24.88%，同比增加5.2%；军工业务平均毛利率51.45%。 

 2018年1-6月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入641.54万元，同比增加5,218.85万元。 

 

 

量价齐升 

 享受行业景气 

自2016年下半年起，化工行业受益于供给侧改革和严格

的环保督查进入景气周期，低效率产能被迫淘汰，烧碱价格

一路上扬，折百价格最高达到4,500元/吨。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销售产品价格盯住市场动态实时报

价，平均售价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幅。 

图示 主要产品平均售价（单位：元/吨） 

 

报告期内，除第二季度全厂年度例行停产检修约一周时

间外，公司液碱、环氧丙烷等生产设备均满负荷运转，超额

完成生产计划。 

图示 主要产品完成产量（单位：万吨） 

 

 迎接行业拐点 

2017年下半年起，“军改”影响逐步消除，公司军工板块

生产订单数量逐步恢复。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之一的某型号总线控制器已全

面进入批量生产状态，目前在手订单合计需求量达到1.2万

只，预计2018年度全年将突破1.5万只。公司另一核心产品

某型号芯片亦于报告期内进入批量供货阶段，预计2018年度

将交付的数量是上年度的200%。上述两款产品2018年1-6月

合计实现销售收入6,100余万元 

军工板块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约1.17亿元，为合并口

径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贡献3,069.74万元。 

 强化服务意识 

要想在市场上立足长远，除了提供优质的产品，更要提

供优质的服务，才能提高客户粘性，巩固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调整了销售机构的人员，提升服务质量，

真正体现公司“客户至上、服务至上、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 

17.4% 

20.2% 

9.2% 

3.4% 

14.0% 

0.0% 

5.0% 

10.0% 

15.0% 

20.0% 

25.0%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2018半年度 2017半年度 

增幅 

1.98 

2.66 

4.65 

6.06 

20.35 

1.91 

2.8 

4.55 

6.09 

21.16 

0 10 20 30 

氯化苯 

聚氯乙烯 

聚醚 

环氧丙烷 

折百液碱 

2018半年度 2017半年度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降本增效 

降本增效是公司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和目的。将效益观念

和成本意识扎根在工作过程中，通过灵活使用比价采购、确

定合理库存等措施达成信息对称、经营效益提升、降低平均

存货成本的效果，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供应商比价制度 

供应商比价能够帮助企业找到最经济的采购渠道，降低

采购成本；通过同行竞争、择优选用的机制可提高企业自身

的议价能力，获得价次质高的商品；采购渠道的多元化则使

企业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避免供应商风险传导。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煤、苯、电石采购平均新增

供应商2-4家。 

 合理库存量 

操作得当的“囤货”可以降低平均采购成本，但无节制的

“囤货”则会拖累企业的现金流周转。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针对主要原材料煤，综合比较其

取得成本、存储成本、缺货成本和资金占用成本后，确定了

科学合理的库存量。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煤的平均库存量

同比降低了50%，预计可释放流动资金近千万元。 

 毛利率提升 

产品销售售价上涨的同时，原材料的采购成本也有所上

涨，把握行业景气带来的价格上升，同时控制采购价，扩大

两者价差是降低毛利率的方法之一。 

报告期内，得益于公司愈加完善的成本控制手段，主要

产品的毛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液碱、环氧丙烷、聚氯

乙烯和氯化苯的平均销售毛利率同期相比分别提高了3.86%、

7.23%、5.79%及8.93%；化工板块平均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

19.68%提升至24.88%。 

表 主要产品及其原料的价差 

产品售价单位：元/吨|原材料采购价单位：元/生产每吨产品平均消耗 

期间 项目 
液碱/原

盐 
PO/丙烯 

聚氯乙烯

/电石 

氯化苯/

苯 

2018

半年度 

产品平均售价 3,108.40 10,065.87 5,597.43 5,013.77 

原材料平均采购价 336.37 5,592.71 3,738.19 3,791.84 

价差 2,772.03 4,473.16 1,859.24 1,221.93 

2017

半年度 

产品平均售价 2,727.02 8,372.95 5,124.45 4,848.31 

原材料平均采购价 298.40 4,917.87 3,423.18 4,177.68 

价差 2,428.62 3,455.08 1,701.27 670.63 

 

 

以人为本 
所谓“以人为本”的管理，是指管理过程中要以“人”作为

出发点和中心。公司积极推行人事制度改革、注重人才队伍

梯队培养，着重于提高员工的效率、培养员工的积极性、重

视员工的需要。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部门“瘦身”，一些职能相近或交

叉的部门得以合并。 

选拔年轻干部利于企业形成合理的干部年龄结构，是企

业持续发展的保证。报告期内，公司提拔聘任了一批有较高

学历、具备一定管理能力的年轻干部。 

 此外，公司实施了全面的薪酬优化。通过对标同行业

其他上市公司，参考当地平均薪资水平，削减了不合理的薪

酬开支；为基层员工谋福利，提升公司效益。 

 

绿色发展 

环保治理历来是化工行业的重要主题：减少废弃物的排

放和毒性，减少产品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放眼未来，坚持生

态立企，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途径。公司通过对环保设备

提档升级，科学处理公司废水、废气、废渣，提高公司未来

的核心竞争力；公司2018年度预计在“三废”处理设备升级方

面投入近亿元。 

 

研发创新 

技术研发、技术改造是高新技术企业及制造业公司的重

要课题；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亦成为现代工程技术的核心。公

司非常重视研发人员的培养、技术改造及研发投入，尤其是

承担了重要武器型号装备配套任务的长沙韶光，更是将科研

创新作为立企之本。 

报告期内，公司设立了沈阳四四三五微电子有限公司全

资孙公司，组建研发团队；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科研立项布局，

全面参与了多兵种科研项目竞标，并取得了10余项科研项目

的参与资格。 

科研发展也离不开人才。报告期内，公司聘任了具有军

工行业多年从业背景的专业人士出任高管。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军工板块共有员工200余人，其中研发人员87人，占军

工板块总人数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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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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出售辽宁方大工程设计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完成股权过户手续，上述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 

报告期内，公司认缴新余华尧永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600万元的份额，成为其有限合伙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海琢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新余华尧永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万元的份额，成为其普通合伙人。上述合伙企业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设立了沈阳四四三五微电子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上述

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卫东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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