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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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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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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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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合并）41,764.01万元，2018年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并）250,786.35 万元，母公司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8,807.70万元。2018年期末资本公积余额（合并）164,023.04万元，母

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 150,518.49万元。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公司拟实施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8年末总股本 1,182,489,13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 13,007.38万元（含税），剩余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二、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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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卫星 60011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万银娟 徐红梅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1号神舟

科技大厦12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

街31号神舟科技大厦12层 

电话 010-68118118（总机） 010-68118118（总机） 

电子信箱 600118@spacesat.com.cn 600118@spacesat.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公司致力于从事航天产业，具有天地一体化综合信息系统的设计、研制、集成和运营服务能

力。公司业务主要分为两大类：宇航制造和卫星应用。 



1）宇航制造 

公司宇航制造业务目前主要包括小卫星制造、微小卫星制造、部组件制造三大领域。 

小卫星及微小卫星制造方面，公司专注于 1,000 公斤以下的小卫星及微小卫星的研制与生产，

产品和业务集系统开发、系统设计、系统集成和在轨服务于一体，具体包括小卫星和微小卫星系

列化公用平台的研发；小卫星和微小卫星的总体专业设计；小卫星和微小卫星的总装、测试和试

验；小卫星和微小卫星的在轨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和技术咨询等。经营主体包括航天东方红、深

圳东方红等。 

部组件制造方面，主要包括星（船）载导航接收机、高速信息网络产品、星间通信接收单元、

太阳能电池片、高端紧固件的研制生产等。经营主体包括航天恒星科技、天津恒电、钛金科技等。 

2）卫星应用 

公司卫星应用业务主要包括卫星应用系统集成与产品制造、卫星综合应用与服务、智慧城市

三大领域。 

卫星应用系统集成与产品制造业务包括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等子领域。在卫星通

信领域，面向军民用市场提供基于军民通信卫星的系统集成及终端产品，是国内“动中通”产品

主流供应商；在卫星导航领域，主要面向各军兵种提供多类型北斗导航特色终端、综合终端、增

强系统集成服务等，面向民用市场提供北斗高精度实时定位服务和船/车载、手持/穿戴产品；在

卫星遥感领域，主要面向军民用市场提供地面接收系统集成、设备及数据产品。经营主体包括航

天恒星科技、航天恒星空间、航天天绘、星地恒通等。 

卫星综合应用与服务业务包括卫星综合应用、无人机系统集成与服务、卫星地面运营与服务

等子领域。在卫星综合应用领域，主要面向特定用户、行业、区域用户提供基于天、空、地信息

的综合应用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在无人机系统集成与服务领域，主要面向海洋、电力、林业、

测绘、石油等行业用户，提供从飞机选型、载荷配置、数据传输到接收处理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并提供各类飞行和培训服务；在卫星地面运营与服务领域，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卫星广播电视传输

服务、卫星测控服务以及卫星通信、北斗导航、系统托管等综合运营及增值服务、遥感数据运营

服务。经营主体包括航天恒星科技、航天中为等。 

智慧城市业务主要是利用卫星应用技术延伸拓展的领域，包括城市管理信息化、工业（企业）

信息化、智慧健康等子领域。在城市管理信息化领域，主要面向地方政府的智慧城市顶层规划、

城市部件管理、政务信息化等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在工业（企业）信息化领域，主要面向特定用

户、工业制造、农业生产等企业，提供完整的信息系统和信息化解决方案；在智慧健康方面，主



要面向医院和个人用户提供医疗数据、健康信息化服务解决方案。经营主体包括航天恒星科技、

航宇卫星科技、哈尔滨数据等。 

（2）行业发展情况 

2018 年，在我国国民经济稳中求进的背景下，中国航天迎来了“超级大年”，全年航天发射

39次，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单一年度发射次数最多的国家。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宣布完成系

统建设并开始提供全球服务、嫦娥四号成功发射并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成功着陆与巡视探

测、我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中星十六号在轨交付并正式投入使用、“鸿雁”全球卫星星座通信系

统建设全面启动，这些天基系统的建设为我国航天产业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与此同时，随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稳步实施，我国航天产

业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需求依然旺盛，市场需求日益多元，国际合作和需求日益加深，商

业航天发展方兴未艾；科研院所及民营企业加快布局进入航天装备制造及服务领域，整体市场竞

争态势更为激烈；随着天基资源的日益丰富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应用领域和应用场景正在迅速扩

展，传统的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终端与系统集成也正向终端高度集成化、应用和信息

服务深度融合的方向发展。当然，高风险依然是未来相当长时期航天产业的重要特征之一。 

上述行业发展情况和变化在充分展现航天产业发展空间广阔的同时，也显示出市场参与主体

的多元化正在带来更加激烈的竞争，应用领域和应用场景的拓展也正在推动市场参与主体商业模

式的不断革新，机遇与挑战并存。公司需要进一步认清形势，贯彻落实“高质量保证成功、高效

率完成任务、高效益推动航天强国和国防建设”发展要求，在确保成功的基础上，把握推动航天

强国建设的历史机遇，适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的变化，聚焦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和重点市

场，创新驱动，真抓实干，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0,431,835,275.27 9,743,381,988.88 9,743,381,988.88 7.07 10,857,637,056.53 10,857,637,056.53 

营业收入 7,583,017,858.94 7,385,041,528.00 7,385,233,096.12 2.68 6,336,805,442.86 6,337,264,554.5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17,640,056.09 409,600,533.83 409,600,533.83 1.96 397,664,261.81 397,664,261.8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358,762,522.74 345,265,159.14 345,265,159.14 3.91 362,183,539.14 362,183,539.1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472,326,009.57 5,184,544,169.32 5,184,544,169.32 5.55 4,876,575,263.84 4,876,575,263.8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67,655,406.21 -371,453,915.54 -371,453,915.54 333.58 630,653,857.71 630,653,857.71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35 0.35 0.35 0.00 0.34 0.34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35 0.35 0.35 0.00 0.34 0.34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7.82 8.16 8.16 
减少0.34

个百分点 
8.42 8.4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273,926,536.28 1,937,098,068.06 1,323,386,115.38 3,048,607,13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073,211.74 120,171,149.37 88,686,936.38 148,708,75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52,301,066.32 112,263,672.65 81,592,140.64 112,605,64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3,777,138.44 -446,236,745.11 132,382,289.83 1,355,286,999.93 

说明：由于行业特点，公司第四季度收入及经营性现金净流入所占比重均较大。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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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2,1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8,9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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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件的股

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0 608,541,176 51.46 0 无 0 
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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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619 13,937,901 1.18 0 未知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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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8,773 13,283,888 1.12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452,769 12,732,484 1.08 0 未知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06,974 10,587,259 0.90 0 未知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7,450,200 0.63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5,448,036 5,448,036 0.46 0 未知 0 未知 

刘凤芹 0 3,364,123 0.28 0 未知 0 未知 

王志海 +1,416,556 2,764,759 0.23 0 未知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

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391,063 2,391,063 0.20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成功，谋发展，归核聚

焦，提质增效，积极推进各项工作，较好完成了全年主要任务。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758,301.7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764.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6%，总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 

（1）宇航制造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国内小卫星制造领域主导地位，全年共成功发射 30颗小/微小卫星。

其中，嫦娥四号中继星“鹊桥”成功发射为嫦娥四号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任务提供地月间的中继

通信，助力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法海洋卫星首次实现海风和海浪的同步观测，进一步

提升和完善我国海洋立体观测能力；“鸿雁”全球卫星星座通信系统首发星成功发射并进入预定轨

道，标志着全球低轨卫星移动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星座建设全面启动。同时，多个卫星型号研

制工作进展顺利，近百颗在轨卫星运行良好。宇航部组件领域，导航接收机等单机配套产品的生

产和交付任务稳步开展，有力支撑以北斗三号组网星为代表的宇航发射和飞行试验任务顺利完成；

交付各类空间电池片 25 余万片，满足了多型号星/船的任务需求；交付钛合金等紧固件产品 750

余万件，创历史新高，有力保障了航空航天型号研制生产试验任务。 

（2）卫星应用业务 

1）卫星应用系统集成与产品制造 

卫星通信领域：信息链批产交付产品台套数快速增长，进一步巩固了信息链领域的优势地位；

FOU 终端完成中试，具备大规模批产状态；多型平板、轮廓“动中通”天线取得型号批量订货；

完成公安、消防多个单位的卫星通信项目建设；完成了低轨星座系统全链路仿真方案设计和应用

需求分析；某型通信终端达成出口意向，正在开展小批量生产；Anovo系统主站接入高通量卫星，

打破国外公司垄断，为拓展国内外市场奠定基础。 

卫星导航领域：数千套导航终端完成交付；完成中外运北斗三号全球用户验证和青藏铁路北

斗应用；中标北斗林业示范工程项目；“北斗物联网通导一体化项目”获得北京市发改委批复；航

空器追踪监视和导航产品取得实质性进展，为后续业务开展奠定基础。 

卫星遥感领域：完成了气象高光谱全链路仿真设计平台 1.0版本研制；完成嫦娥四号有效载

荷处理软件研制，第一时间提供落月过程及玉兔二号首幅高清图像，得到用户认可；为国家文物



局提供不可移动文物高分辨率卫星遥感监测服务，测绘技术及产品在文物保护等领域应用不断深

化。 

2）卫星综合应用与服务  

卫星综合应用：广东海洋渔业一期等 30余个系统项目完成验收交付，系统履约能力显著提升；

轻小型机动站和站网升级改造相继获得订单并实施，为后续市场推广奠定了基础。 

无人机系统集成与服务领域：电力智能机巡系统产品群完成多款产品研制交付任务，实现南

方电网覆盖省份落地推广；植保无人机、高速值守无人机等产品完成研制与交付；无人机数据链

产品实现批量销售。 

卫星地面运营与服务领域：圆满完成“春节”、“两会”、“上合组织峰会”等重大安播保障任

务，实现“优质”、“零秒”无事故播出，安全播出率 99.9999%，安播保障能力再上新台阶；新开

通旅游卫视、湖南卫视、陕西卫视等直播高清节目上行传输服务。 

3）智慧城市领域 

智慧城市领域：哈尔滨智慧城管项目完成一期项目验收；成功获得青海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

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大数据（二期）、嘉兴智慧化工园区二期等

项目；河长制信息管理系统上线，成功中标多地河长制项目；融规云 V3.0版本入选广东省大数据

应用示范项目、国家高分中心高分遥感应用推广项目。 

工业（企业）信息化领域：自主研发的 KS虚拟化云安全操作系统通过行业测评，进一步丰富

公司虚拟化产品线；DS 大数据基础平台通过工信部 Hadoop 平台性能测评，实现 ETL 组件的国产

主流数据库适配，产品全面支撑海洋渔业和智慧化工园区等业务。 

智慧健康领域：围绕医疗行业深挖需求，动力保障系统托管服务完成签约并开始实施；远程

医学影像云平台三级影像运营服务体系基本成型；电子胶片、数字一体化手术室、医院信息管理

云平台等创新型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工作持续推进；医学影像平台入选广东省 2018年大数据应用

示范项目和“互联网+惠民服务”试点项目。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和卫星研制能力的提升，公司折旧年限为

30 年的大型航天专用测试、试验设备使用频率增加，且未来

市场上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预计该部分设备的实际使

用年限达不到其现折旧年限 30 年，公司将固定资产中机器

设备的折旧年限区间由 5-30 年变更为 5-20 年。 

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 

2018 年 1 月 1 日 注 

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有关规定，上述

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对公司前期已披露的财务报告不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

整。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公司自 2018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 

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具体方案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折旧年限（年） 年折旧率（%） 折旧年限（年） 年折旧率（%） 

机器设备 5-30 3.17-19.40 5-20 4.75-19.40 

本次折旧年限变更涉及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1,723.93万元，公司年折旧额增加 33.05万元。 

固定资产类别 
固定资产原 

值（万元）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后-变更

前（万元） 折旧年限（年） 
年折旧额（万

元） 

折旧年限

（年） 

年折旧额（万

元） 

机器设备 1,723.93 30 55.74 20 88.79 33.05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2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1.76 71.76 

北京星地恒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36.60 36.60 

航天恒星空间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8.79 88.79 

深圳航天东方红海特卫星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9.00 79.00 

天津恒电空间电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0.00 50.00 

东方蓝天钛金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48.80 48.80 

广东航宇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西安航天天绘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6.16 86.16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39.21 39.21 

天津航天中为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60.23 60.23 

航天天绘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4.58 74.58 

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同于表决权比例的原因、以及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

位的依据说明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一）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1.本期无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

的经营实体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无锡航天飞邻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新股东增资,公司放弃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丧失控制权 

注：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