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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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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凯 董  事 因公出差 杨乃定 

李万强 董  事 因公出差 杨为乔 

陈希敏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杨乃定 

杨秀云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李玉萍 

公司负责人何胜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继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孟晓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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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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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5,299,640.99 5,250,829,791.27 2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9,468,995.29 27,009,940.64 4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489,434.00 15,029,831.00 -1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081,941,822.25 -547,084,455.80 -46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3 0.0098 45.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3 0.0098 45.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5% 0.18% 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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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40,810,036.89 47,897,482,028.64 -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275,880,372.61 16,048,011,807.74 1.4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23,103,729.0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95,445.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80,767.7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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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子公司丧失控制权形成的投资收益 8,654,067.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46,149.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764.23  

合计 25,979,561.2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

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

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

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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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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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18% 1,057,055,754 0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9% 210,136,566 0 质押 70,000,000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7.07% 195,688,961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6% 93,108,418 0   

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 74,447,1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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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43,442,9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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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33,101,2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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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30,208,32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6% 26,520,400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其他 0.83% 22,962,112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57,055,754 人民币普通股 1,057,055,754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10,136,566 人民币普通股 210,136,566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5,688,961 人民币普通股 195,688,96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3,108,418 人民币普通股 93,108,418 

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74,447,181 人民币普通股 74,44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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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42,942 人民币普通股 43,442,942 

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33,101,256 人民币普通股 33,10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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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8,328 人民币普通股 30,208,32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52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20,4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2,962,112 人民币普通股 22,962,1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同为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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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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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项目与年初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货币资金 3,226,221,227.10 8,691,411,352.68 -5,465,190,125.58 -62.88% 

应收账款 15,410,769,068.35 11,459,419,589.31 3,951,349,479.04 34.48% 

无形资产 281,594,644.40 430,847,387.37 -149,252,742.97 -34.64% 

开发支出   1,310,138,170.16 -1,310,138,170.16 -100.00% 

长期股权投资 2,160,054,415.40 571,657,423.45 1,588,396,991.95 277.86%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8,098,461.30        198,098,461.30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94,000,216.65  -294,000,216.65  -1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43,454,760.06        343,454,760.06  - 

短期借款 1,068,500,000.00 1,832,438,400.00 -763,938,400.00 -41.69% 

应交税费 72,841,472.91 130,926,620.61 -58,085,147.70 -44.36% 

其他应付款 149,701,180.94 100,475,555.28 49,225,625.66 48.9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0.00 75,058,057.94 -75,058,057.94 -100.00% 

长期借款 0.00 147,497,106.00 -147,497,106.00 -100.00% 

长期应付款 -10,531,601.93 288,354,611.35 -298,886,213.28 -103.65% 

递延收益 86,711,106.12 200,986,609.56 -114,275,503.44 -56.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42,444,233.26 77,105,293.56 -34,661,060.30  -44.95% 

递延所得税负债 57,847,518.54 20,913,269.82 36,934,248.72 1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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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部分销售商品未到收款期以及

控股子公司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飞民机”）、中航

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飞民机”）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部分销售商品未到收款期。 

（3）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应付款、递延收益、递延所得税资产

较年初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西飞民机和沈飞民机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开发支出较年初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西飞民机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 

（5）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的主要原

因为本期沈飞民机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6）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以及

西飞民机和沈飞民机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7）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应付租赁费未到付款期。 

（8）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加的

主要原因为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9）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 利润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税金及附加 3,110,895.38 8,164,363.38 -5,053,468.00 -61.90% 

财务费用 9,140,620.42 15,807,853.82 -6,667,233.40 -42.18% 

资产减值损失 
 

-42,682,136.67 42,682,136.6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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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 11,382,804.50 
 

11,382,804.50 - 

其他收益 139,544.87 7,164,664.03 -7,025,119.16 -98.05% 

投资收益 -18,930,658.92 3,410,934.54 -22,341,593.46 -655.0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6,822,705.86    46,822,705.86  - 

资产处置收益 23,653,709.98 1,403,054.81 22,250,655.17 1585.87% 

营业利润 59,887,617.28 3,292,718.09 56,594,899.19 1718.79% 

利润总额 58,209,650.73 168,117.90 58,041,532.83 34524.30% 

净利润 35,132,422.22 -22,740,850.26 57,873,272.48 254.49% 

持续经营净利润 35,132,422.22 -22,740,850.26 57,873,272.48 254.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9,468,995.29 27,009,940.64 12,459,054.65 46.13% 

少数股东损益 -4,336,573.07 -49,750,790.90 45,414,217.83 91.28%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0,329,043.80 -12,030,430.22 22,359,474.02 185.8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

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0,329,043.80 -12,030,430.22 22,359,474.02 185.86%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0,329,043.80 -12,030,430.22 22,359,474.02 185.8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12,030,430.22 12,030,430.22 100.00% 

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10,329,043.80   10,329,043.80 - 

综合收益总额 45,461,466.02 -34,771,280.48 80,232,746.50 230.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49,798,039.09 14,979,510.42 34,818,528.67 232.4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4,336,573.07 -49,750,790.90 45,414,217.83 91.28% 

 

（1）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西飞民机和沈飞民机不再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 

（2）财务费用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沈飞民机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收回以前年度已经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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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 

（4）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5）其他收益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沈飞民机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6）投资收益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对沈飞民机按权益法核算计提的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国泰君安股票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增加。 

（8）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

期增加。 

（9）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持续经营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交付产品较上年同期增加。 

（10）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沈飞民机不再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 

（11）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综合收益总额、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同比增加的主要原

因为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3. 现金流量构成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1-3 月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一、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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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入总额 2,146,775,115.92 3,800,822,593.92 -1,654,047,478.00 -43.52% 

现金流出总额 5,228,716,938.17 4,347,907,049.72 880,809,888.45 20.26% 

现金流量净额 -3,081,941,822.25 -547,084,455.80 -2,534,857,366.45 -463.34% 

二、投资活动         

现金流入总额 297,376.00 250,922.00 46,454.00 18.51% 

现金流出总额 2,358,492,827.48 182,377,083.14 2,176,115,744.34 1193.20% 

现金流量净额 -2,358,195,451.48 -182,126,161.14 -2,176,069,290.34 -1194.81% 

三、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总额 40,280,000.00 270,099,672.00 -229,819,672.00 -85.09% 

现金流出总额 48,795,189.58 170,954,362.79 -122,159,173.21 -71.46% 

现金流量净额 -8,515,189.58 99,145,309.21 -107,660,498.79 -108.59%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2）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西飞民机和沈飞民机不

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沈飞民机不再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4）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沈飞民机不再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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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不再对沈飞

民机行使管理权。 
2019年 3月 19日 

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名称：

《关于调整沈飞民机管理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1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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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601211 

国泰君

安 

9,092,4

56.63 

公允价

值计量 

148,514

,255.44 

46,822,

705.86 

186,244

,504.67 
0.00 0.00 

46,822,

705.86 

195,336

,961.3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9,092,4

56.63 
-- 

148,514

,255.44 

46,822,

705.86 

186,244

,504.67 
0.00 0.00 

46,822,

705.86 

195,336

,961.3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1月 1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中航飞机：2019年 1月

15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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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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