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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75                               证券简称：三角防务                           公告编号：2019-028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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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95,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

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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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防务 股票代码 30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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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杰 刘家骏 

办公地址 西安市航空基地蓝天二路 8 号 西安市航空基地蓝天二路 8 号 

电话 029-81660637 029-81660637 

电子信箱 sjfw@400mn.com sjfw@400mn.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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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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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18,508,125.54 240,591,341.44 240,591,341.44 3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527,025.12 82,851,192.91 78,990,527.06 1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88,837,243.76 82,298,707.04 78,438,041.19 1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29,159.27 7,827,777.20 7,827,777.20 -214.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0.18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0.18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1% 6.54% 6.25% 0.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126,556,549.64 1,722,339,322.49 1,722,339,322.49 2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2,223,025.25 1,368,696,000.13 1,368,696,000.13 25.8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1）对应收票据（商业承兑汇票）计提坏账准备和终止确认 

公司应收票据均为销售商品过程中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由于承兑人是商业银行，一般不会

出现支付风险，不计提坏账准备。 

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主要为大型央企，信誉良好，信用水平较高，公司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无法兑付的

风险较小；同时，公司将上述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确认为终止确认的商业承兑汇票；但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商业承兑汇票采用和应收账款一致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确认为未终止确认的商业承兑汇票。 

2、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①、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本期金额 184,483,711.04 元，上期金额 184,950,016.11 元；“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450,393,066.50 元，上期金额 282,549,549.76

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本期金额 124,745,935.36 元，上期金额 86,529,029.74

元；“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179,138,142.10 元，上期金额 152,855,489.15 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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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航空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1% 60,000,000 60,000,000   

广东温氏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29% 41,070,000 41,070,000   

西安鹏辉投资

管理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07% 40,000,000 40,000,000   

西安三森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77% 38,500,000 38,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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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5% 30,000,000 30,000,000   

严建亚 境内自然人 4.04% 20,000,000 20,000,000   

湖南湘投金天

科技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04% 20,000,000 20,000,000   

宁波盘古创富

高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9% 16,300,000 16,300,000   

陕西省航空高

技术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6% 13,700,000 13,700,000   

嘉兴华控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2% 12,500,000 12,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严建亚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并持有鹏辉投资 80.15%的出资份额，担

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严建亚之配偶范代娣持有三森投资 83.33%的股权，严建亚担任

三森投资执行董事。 

西航投资持有陕航创投 19.76%的出资份额。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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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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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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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度对公司来讲意义非凡，2019年5月，公司成功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公

司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上半年公司围绕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夯实技术优势，各项业务保持了良好增长的

势头，整体达到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31,850.8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2.39%；营业利润为10,921.81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08%；利润总额为10,962.5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9,352.7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883.7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26%。 

    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概述如下： 

1、在市场开拓方面：巩固已有市场份额的同时，挖掘市场潜力，扩大市场份额，公司的各项产品得

到新老客户的广泛认可，对公司产品及服务保持较高的满意度。 

2、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为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立了一系列研发项目立项、研发经费投入与核算和

研发人员激励与考核等方面的制度，通过项目实施管理和项目考核与激励，提高研发人员的积极性。 

3、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注重员工职业健康安全，

着力提高员工个人的防范意识和安全意识，防止事故发生，已建立起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公司重视

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严格遵守国家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不存在因环境违法行为而受到环

保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4、在人力资源方面：公司员工是公司的核心资源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公司一直注重人才培

养和管理，并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和稳定核心人员的措施，包括建立有效的绩效管理体系、增加培训机会、

创造良好的工作和文化氛围等。公司将根据既定的业务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源发展计划，通过高校

招聘补充有潜力的优秀新生力量，通过社会招聘引进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不断完

善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的培训体系，建立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确保公司业务发展目标的实现。  

5、在管理体系方面：报告期内，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修

订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合规运营。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健全投资者沟通平台，

规范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公司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建立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好关系，从而提升公司的美誉度、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价值

和股东权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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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1）对应收票据（商业承兑汇票）计提坏账准备和终止确认 

公司应收票据均为销售商品过程中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由于承兑人是商业银行，一般不会

出现支付风险，不计提坏账准备。 

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主要为大型央企，信誉良好，信用水平较高，公司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无法兑付的

风险较小；同时，公司将上述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确认为终止确认的商业承兑汇票；但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商业承兑汇票采用和应收账款一致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确认为未终止确认的商业承兑汇票。 

2、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①、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本期金额184,483,711.04元，上期金额184,950,016.11元；“应收账款”本期金额450,393,066.50元，上期金额

282,549,549.76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本期金额124,745,935.36元，

上期金额86,529,029.74元；“应付账款”本期金额179,138,142.10元，上期金额152,855,489.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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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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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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