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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2018-26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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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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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748,357.79 1,272,483,290.29 -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7,014,702.96 148,932,244.64 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7,026,539.10 138,587,747.60 6.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3,600,904.62 -8,010,835.64 -1,942.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5 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5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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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1% 6.6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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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3,379,088.97 4,392,021,465.69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87,856,616.60 2,372,023,698.70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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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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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11,24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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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国防军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 8,6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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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6,664,428    

UBS   AG 境外法人 1.35% 5,777,2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万家品

质生活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1% 3,914,66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万家新

兴蓝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3,70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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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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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工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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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中万家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万家新兴蓝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公司未知

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道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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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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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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围绕发展战略、年度工作纲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为抓手，深入推进

“质量提升、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等工作，持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同时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进度，光电、高速及

互联一体化等新产品在重点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全年经营目标的达成打下良好基础。 

2018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68,748,357.7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15%；实现利润总额188,000,892.81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5.27%；实现净利润157,014,702.9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3%。 

（1）营业收入：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68,748,357.7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15%，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实施“横

向拓展、纵向深入”的市场营销策略，不断加大优势系列产品推广应用力度，产品订单稳步增长，但是受产能储备等因素影

响，公司营业收入未能实现同步增长。 

（2）营业成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成本”为694,421,504.5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17%的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公司持续

优化供应链管理、成本控制，材料物资采购成本下降幅度达成公司预期目标；二是报告期公司产品订单同比实现稳步增长，

但是受产能储备等因素影响，公司营业收入未实现同步增长，变动生产成本相应下降。 

（3）管理费用：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为224,926,783.5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9%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研发投入、

变动管理费用同比有所增加。 

（4）研究开发费：报告期公司“研究开发费”为97,011,547.8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1%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持续加

大光电、高速及互联一体化、新能源汽车用连接器和精密微特电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科研项目支出较上年同期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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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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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00,904.62元，较上年同期“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010,835.64元下降1,942.25%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报告期公司货款回笼低于

预期目标；二是为保障产品订单及时交付，报告期公司适度加大了产品订单生产所需物料采购，材料采购、外协加工费等支

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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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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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13号）、《关

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有关规定。2018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现行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1)按照《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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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的规定，规范持有待售

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 

2)按照《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规定，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应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

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此项会计

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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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电机业务协同发展，快速提升公司电机业务板块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效益。经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同意控股子公司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林泉”）吸收合并苏州航天林泉

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林泉”）。合并完成后，贵州林泉继续存续，注册资本由40,000万元增加至42,040.9490万元（其

中，航天电器持股53.60%、林泉航天电机有限公司持股45.98%、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持股0.42%）；苏州林泉法人主体资

格依法注销，苏州林泉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和业务由贵州林泉依法承继。原苏州林泉的全部业务、资产将转至贵州航天林

泉电机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自2018年6月起苏州林泉不再纳入航天电器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上述子公司吸收合并事项对公司业务连续性、管理层稳

定未构成影响。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振宇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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