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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3                             证券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2018-041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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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特高新 股票代码 0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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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平 周理江 

办公地址 成都市科园南路 1 号 成都市科园南路 1 号 

电话 028-85921029 028-85921029 

电子信箱 board@haitegroup.com board@hait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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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07,104.00 209,630,766.16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923,755.60 23,078,632.02 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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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986,761.48 18,075,320.62 -25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257,657.60 -48,297,699.24 201.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0.7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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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5,931,020.38 6,246,226,829.87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61,483,762.10 3,489,638,893.16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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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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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飚 境内自然人 17.18% 130,013,981 97,510,486 质押 104,000,000 

李再春 境内自然人 6.87% 5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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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24% 16,95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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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13% 16,084,555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1.32% 10,005,000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1% 8,420,000  质押 8,400,000 

刘振东 境内自然人 1.10% 8,350,000  质押 8,35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75% 5,686,003    

徐建东 境内自然人 0.66% 5,005,400    

邝伟强 境内自然人 0.59% 4,430,2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飚先生系李再春先生之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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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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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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特高新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致力于在航空和微电子领域为客户

提供一流的产品、服务及技术支持，努力实现“百年海特”愿景。2018年上半年，公司继续秉

承“以航空技术为核心，同心多元发展”的总体发展战略，推行精益化管理模式，管理效能显

著提升，公司航空和微电子产业各项业务发展更加稳健，公司整体经营实力不断增强，为公

司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报告期，公司主要工作具体如下： 

（一）、综合航空技术服务提供商--航空产业链业务板块 

1、航空新技术研发与制造。 

技术创新是公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主要从事高端航空产品的研发与制造，与客户

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具有在某型发动机控制系统领域的垄断地位。报告期内，公司继续

保持在航空新技术研制领域的领先优势，目前已形成研发体系完善、在研储备项目丰富、新

项目不断上市、成熟项目稳定交付的良好技术创新格局，2018年上半年公司按节点推进多款

新型发动机电调、某新型机舱氧气系统、某型直升机救援绞车、多型发动机维修技术开发等

研发项目，并取得积极成效，其中某型直升机救援绞车已经通过鉴定，某新型发动机电调已

经通过鉴定审查，某型机舱氧气系统已经实现批量交付客户。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公司严

控产品品质，确保向客户及时提供可靠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对已经成熟研发项目，公司加

大了市场推广力度，确保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2018年上半年，公司向客户提供了某型发动

机电调、某型机舱氧气系统等产品。 

2、航空培训。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独立第三方航空培训机构，拥有昆明飞安、天津飞安、新加坡AST三

大运营基地，已实现航空培训多领域、多机种、业务全覆盖的战略布局，从飞行模拟器研制

到航空培训服务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公司具备了提供一站式航空培训服务和技术支持的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航空培训业务运营情况，其中天津培训基地：安胜正积极推进国产A320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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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研制工作，这是公司与国际航空制造企业强强联合，实现公司技术提升和产业链渗

透的成功探索，报告期内，天津飞安航空培训业务步入正轨，首批投入使用的EC-135直升机

和B737-NG飞行模拟机实现高效运行，天津基地的运营建设稳步前进。昆明培训基地：2018

年上半年，昆明飞安顺利完成了乘务训练基地的搬迁工作并按期恢复训练，并对部分飞行模

拟机进行了升级改造，与公司合作伙伴昆明航空签订了长期的培训协议市场开拓工作成效显

著，飞行模拟机均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培训小时数实现稳步增长。新加坡培训基地：新加

坡AST公司于2018年1月取得新加坡民航局142认证，报告期内新加坡AST公司积极开拓东南

亚和南亚为主的国际市场，与公司战略合作伙伴捷星航空签署长期独家协议开展A320培训服

务，目前A320飞行模拟机处于满负荷运行，实现公司国际培训业务的良好开局。报告期内，

公司航空培训业务总体保持稳步上升发展态势，国内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3、航空维修。 

公司是国内第一家民营航空维修企业，具备飞机部附件、发动机、整机维修能力，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航空综合技术服务和支持，与国内外航空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未来将发展成为国内第三方航空维修服务的领导者。 

3.1 部附件维修。 

报告期内，部附件一方面巩固传统维修市场，并不断优化部附件产品服务结构，加大

CAAC、FAA、EASA项目能力建设，加强维修深度，缩短维修周期，提升效益；另一方面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采取细分市场营销策略，中小航空公司市场开拓取得积极成效，报告期内

送修量和业务量均得以提升。2018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与ZODIAC (法国卓达宇航集团)维修站

合作协议，索赔修理业务已经开始运行。 

3.2 飞机整机维修。 

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是国内第一家具备波音和空客8C资质的民营企业，拥有整机大修、工

程改装、航线支持等能力，已经与IAI、国内航空公司展开密切合作，已逐步发展成为维修深

度、服务机型跻身国内一流的公司，飞机整机大修、改装业务是公司飞机维修业务能力的集

中体现。2018年上半年，天津海特飞机工程和宜捷海特运营状况持续向好，整机大修、工程

改装、航线等各项业务有序推进，天津飞机工程取得FAA维修授权，宜捷海特取得EASA维修

授权。报告期内，天津海特飞机工程完成多架飞机的定检和改装工作，以及多架飞机换发及

起落架更换等工作，喷漆机库的建设工作已经完成，同时大力推进飞机客改货STC业务，截

止8月底首架B737-800客机客改货业务已经正式启动进入实施投产阶段，标志着公司客改货工

作的全面铺开，将为公司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2018年上年年，宜捷海

特航线和定检业务经营达到预期目标，2018年上半年服务工时同比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并确

定延续与瑞士宜捷集团的深层次合作，目前宜捷海特已成为国内公务机维修服务领域的领先

者，已经建立起市场品牌。天津基地二期机库的建设工作正积极推进之中。 

3.3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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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国家定点保障单位，已经逐步形成国际、国内主流发动机厂家七个系列的二十余

种型号的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APU）大修能力。报告期内，发动机维修量保持上升态势。 

4、航空租赁。航空租赁业务有利于优化公司航空服务商业模式。目前公司已建立天津、

新加坡、爱尔兰三大业务平台，报告期内，公司做好首架租赁飞机的后期管理工作，并积极

开拓新项目实现融资租赁规模的突破。 

（二）、微电子 

海威华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6吋第二代/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的

研制，产品主要面向5G移动通信、汽车电子、雷达等市场，打造专业的Foundry能力。 

报告期内，海威华芯秉承“科技改变世界、华芯创新生活”的理念，积极投入第二代、第

三代化合物半导体技术的研发和市场开拓等工作。技术研发方面，以国产化替代为主攻方向，

以市场为导向，主要从事砷化镓、氮化镓、HBT及光电产品的技术研发，多项技术能力获得

实现，成功研发多款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集成电路技术，其中部分研发产品处于试生产

阶段且良率达到基本预期水平，具备初步量产能力；能力建设，公司积极推进产线建设工作；

市场方面，公司努力将技术能力推向市场，确保技术能力转化为市场成果，报告期公司积极

推广射频芯片、光电芯片等产品，目前与多家客户达成合作并通过部分客户产品验证，产品

可靠性获得认可；经营管理，2018年4月完成董监高换届工作选举了新一届董事、监事，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为提升管理效率，公司调整了组织架构并梳理了人力资源，通过控制成本

费用等方式强化了财务管理，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四川省新材料国内首批次认定。 

海威华芯是公司和中电科二十九所共同打造的集工艺开发、器件模型制造于一体的第二

代/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的开放平台，是公司融入国家信息安全发展战略的重大

举措。 

（三）、其他事项 

1、2018年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外投资

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四川旅投航

空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占注册资本的33%。该合资公司已于2018年4月2日在成都市高新

工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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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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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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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末成电科信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依据成电科信股东会决议，对成电科信予以注销，2018年      

5月22日已取得成都高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高新）登记内销字[2018]       

第000697号】，同意成电科信申请的注销登记。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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