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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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王建昌 因公出差 申建辉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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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18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302.90万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计 111.83 万元；加以前年

度未分配的滚存利润 33,213.59万元，本年末合并未分配利润余额 35,404.66 万元。根据公司目

前的经营情况，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638,206,34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共计分配 3,191.03 万元。其余

32,213.63万元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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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动力 60034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随安 张秋月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78号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78号 

电话 029-81881823 029-81881823 

电子信箱 rsa@china-htdl.com zhangqiuyue@china-htd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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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泵及泵系统、液力传动系统、流体计量与通信系统、化工生物装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工程项目的承揽，智能数据模块产品的销售，业务涉及石油化工、冶金、

电力、能源、水利、矿山、林业、消防以及交通、通信等多个行业领域。 

公司是基建工程单位、石油化工企业、消防整车厂等国内外相关企业的泵及泵系统产品合格

供应商，可定制生产水利水电工程用大型水泵及水轮机组，市政工程用大型循环泵组及石油、矿

山、消防等领域特种泵类产品，已形成涵盖中高端消防泵、工业往复泵、长输管线输油泵机组、

大型水利泵、大型水轮机以及泵动力端（电机）的系列产品布局。报告期内，公司中标的水利枢

纽泵站工程连续刷新公司最大项目记录；输油泵中标中石化多个项目；新型车载消防泵成功配套

军选民用消防车；机电产品订单增长近 20%。 

公司液力传动系统产品处于国内自主品牌变速箱企业零件供应链中，配套研制液力变速器产

品及液力传动系统，在工业车辆、工程机械、公路车辆、井下运输及铲运设备、石油/矿山机械、

特种装备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报告期内，公司汽车液力变矩器产品持续强化汽车液力变矩器产

品对国内自主品牌核心市场的布局，稳定了对重点客户的批量供货，产量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工

程变矩器订单增长率超过 30%。  

公司是系统燃气公司、城市燃气公司工业流量计和家用燃气表等产品的战略供应商，并以贸

易方式为客户提供物联网通讯智能数据模块产品，主要业务包括家用和工业用流体计量产品、物

联网通讯产品、电器控制系统等智能控制产品的研发、生产及服务。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开拓新

奥、百川燃气等战略客户；物联网燃气表首次进入中石化下属能源单位。 

公司为国内外相关企业提供化工生物装备产品和技术服务，承揽生物化工领域工程总包及系

统总包项目，拥有氧化反应技术、结晶技术、色谱分离技术、固液分离技术和末煤干馏技术等系

列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制的大型氧化反应装置、大型连续结晶装置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高效压滤

分离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反应器组在不同行业连续开创国内首套，包揽国内

所有新上的氢氰酸反应器组项目；石化设备实现突破性进展，新签合同增长 2 倍以上，进入了铜

箔、新能源等新行业领域。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充分依托航天优势技术，采用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等为一体

的经营模式，通过价值创造，服务社会、回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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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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4,497,146,465.37 4,348,386,414.03 3.42 4,355,039,684.03 

营业收入 1,887,773,395.56 1,840,534,776.57 2.57 1,803,667,355.9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029,041.29 15,754,850.09 46.17 29,657,685.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214,399.68 6,508,453.58 41.58 15,757,869.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206,640,741.24 2,183,082,700.90 1.08 2,193,128,812.6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6,072,357.07 -105,808,704.48 238.05 -111,599,682.5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6084 0.024686 46.17 0.0464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6084 0.024686 46.17 0.0464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4923 0.72429 增加0.32494个

百分点 

1.3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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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609,647.49 349,057,559.62 217,301,789.42 999,804,39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41,093.66  7,851,739.28  -1,343,246.98  13,079,45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559,433.47  6,877,246.80  -3,273,227.93  3,050,94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6,703,039.58  32,661,973.25  -24,765,320.47  364,878,743.8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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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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9,3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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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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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有

限公司 

0 183,663,392 28.78   无   国有

法人 

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

公司 

0 47,260,034 7.41   托管 305,000 国有

法人 

陕西苍松机械有限公

司 

0 30,005,378 4.70   无   国有

法人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9,121,800 18,511,800 2.90   无   国有

法人 

王华锋 999,976 3,600,000 0.56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杭州观云投资有限公

司－观云景瑞一号私

募基金 

  3,077,747 0.48   未知   未知 

江叙音 0 1,542,955 0.24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65,951 1,530,326 0.24   未知   未知 

迟新杰 0 1,387,000 0.22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吴永波 -91,164 1,019,000 0.16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上述股东中：西安航天科技工业有限公司、西安航天发

动机有限公司、陕西苍松机械有限公司、西安航天动力研究

所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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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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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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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公司面对严峻的外部市场形势，全

体员工合力攻坚，各项工作按照既定目标稳步推进，经济规模保持相对平稳状态，回升势头初现，

经营业绩实现提升。全年完成营业收入 18.88亿元，较上年增长 2.57%；利润总额 3,714.49万元，

较上年增长 38.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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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内容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 号），本集团根据相关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

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项目；（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报；

（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4）原“工程物资”项目并入“在

建工程”项目中列报；（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报；（7）原“专项应

付款”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项目中列报；（8）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列

示于“研发费用”项目，不再列示于“管理费用”项目；（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10）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

目. 

本集团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由于上述要求，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

本集团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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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规定，本

集团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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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名称： 

公司简称  公司全称 

宝鸡航天泵业 指 宝鸡航天动力泵业有限公司 

陕西航天节能 指 陕西航天动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航天怡华 指 烟台航天怡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航天机电 指 江苏航天动力机电有限公司 

西安航天泵业 指 西安航天泵业有限公司 

西安航天华威 指 西安航天华威化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航天水力 指 江苏航天水力设备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