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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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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航天晨光 60050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起 周斌、赵秀梅 

电话 025-52826008 025-52826030、52826031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天元中路188号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天元中路188号 

电子信箱 zt@aerosun.cn zt@aerosun.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526,839,093.61 4,563,753,983.58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199,457,390.27 2,187,480,432.66 0.5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9,370,134.62 -187,931,177.65 -107.19 

营业收入 1,118,264,230.04 1,098,768,592.41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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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310,267.69 -9,946,943.97 1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495,088.09 -12,996,600.41 -4.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38 -0.45 增加0.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4,1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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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20 106,160,000 12,800,000 无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28 89,633,772 0 无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信托成泉汇涌八期金融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18 13,410,347 0 无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

华融信托－正弘 2 号权益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57 6,600,000 0 无   

天治基金－工商银行－华融

信托－华融·海西晟乾 7 号

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57 6,597,5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6 3,206,374 0 无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

业信托·长赢 3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1 2,141,890 0 无   

刘自明 境内自然人 0.48 2,011,056 0 无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8 1,600,000 1,600,000 无   

杨勇 境内自然人 0.37 1,540,90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下

属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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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累计实现 111,826 万元，同比增长 1.77%，年度计划完成率 32.41%；

利润总额实现-645 万元，同比降低 703.76%；经济增加值完成-2,800 万元，同比增长 42.32%；

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完成 99.20%，同比改善 2.41 个百分点。公司营业收入略有增长，但受

所处行业特点影响，产出集中在下半年，且上年度结转合同有限，周期也相对较长，上半年新签

合同额 19.48 亿元，大部分将在下半年实现收入。 

上半年未能完成过半任务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 

一是受制于所处行业特点，传统产品产出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下半年实现收入。根据近 3

年营业收入月度完成情况，上半年营业收入累计完成值通常占全年完成值的 38%左右；公司产出

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四季度当期营业收入完成值基本与上半年累计完成持平。 

二是结转合同生产周期较长，当期订货不能及时形成收入。2018 年初，公司上年结转在手可

生产合同 11.82 亿元，结转合同同比虽有所增长，但公司多数产品从备料到生产交付的时间跨度

较长，如艺术制像类产品按工程进度结算，生产周期一般为 15～18 个月左右；核电产品一般为 8～

10 个月左右；压力容器类产品生产周期一般为 6～8 个月；金属膨胀节类产品一般为 3 个月左右；

金属软管类产品和环卫车辆类产品生产周期相对较短，一般为 1 个月左右。1-4 月份公司订货中

短平快产品占比不高，也是影响当期收入实现偏低的原因。 

三是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减少。上半年对航天汽车投资收益-125 万元，同比下降 1,851 万元，

从而导致本期利润总额为负，经济增加值和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等相关指标均未达到序时进

度的要求。 

（二）其他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1.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转型升级深入实施 

⑴大力拓展智能化改造工程与服务新产业。按照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

公司）智能化改造“1+10+N”（集团公司智能化改造团队）总体部署和分工体系，公司定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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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车间/产线系统集成供应商，以“形成特色，换道超车，直道加速”的发展思路，稳步拓展智

能制造产业。 

⑵做强做大非标设备产业。针对原传统化工机械业务连续多年亏损的情况，重点抓产品结构

升级，由单一的压力容器产品向系统集成方向转变。同时抓住石油、化工行业周期性增长的机遇，

加快生产线智能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改进制造工艺，提升产品质量，力争实现非标设备产业

规模与效益的显著提升。 

⑶做精做强现有产业。在军工与核非标设备和服务板块，持续开展新产品研制，进一步拓展

军用领域。在能源装备与工业基础件板块，力争从低端容器制造商转变为环境模拟非标系统成套

装备供应商，同时加大管类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力度，推进协同发展，产品向高端和信息化

方向发展。在环保装备与服务板块，积极参与环卫社会化服务业务，实现运营服务业带动制造业，

制造业支持运营服务业的双向融合新格局。在文化产业与服务板块，立足现有大型工程产品优势，

打造艺术工程总承包技术、管理体系，形成艺术工程总承包能力。 

2.强化“战略+运营”管控，推进管理水平提档升级 

⑴完成营销体系改革调整，提升整体销售能力。构建“本部管总、销总主建、实体主战”营

销体系，形成公司本部管总为核心，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营销办事处设置，建立业务与管理清晰

化的专精营销模式，同时突出抓好重大项目整体营销策划和运作。 

⑵推进基于合同的生产管理体系建设，提升公司核心制造能力。结合集团公司“三类制造”

和 ODM/OEM能力布局，以生产合同为输入，梳理生产过程中的物流和信息流，综合考虑生产计划、

生产布局、供应周期、资源配置等情况，查找产能瓶颈，激活内部产能，整体提升公司核心制造

能力。 

⑶开展物资采购专项提升工作，促进公司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建立高效率、高质量、高水

平的供应商协作体系，形成集中统一、专业化采购与专业化管理有机结合的管理机制。构建公司

物资采购和供应商管理信息化平台，对大宗通用物资统一对外实施集约采购，其它特定物资由各

所属单位在选定的供应渠道、规定的定价方法实施集中采购，确保同等规模的物资采购成本实现

下降，提升产品盈利能力。 

⑷加强过程管控，提高产品质量。确定重点监控工序，实施 PPM（品质体系中表示的百万单

位产品的不良率）数据统计分析，梳理产品实现过程的质量信息，从人机料法环测六个方面，分

析出 9 方面薄弱环节，制订了《航天晨光质量提升总体方案》，按“一年强基础、两年上台阶、三

年见成效”的思路，通过强化质量管理队伍建设、提升销售合同评审及服务质量等措施，夯实产

品质量基础。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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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