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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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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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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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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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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军工 60160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兆忠 侯峻 

电话 0551-64687915 0551-64687915 

办公地址 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463号 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463号 

电子信箱 ahccjg@ahccjg.com.cn ahccjg@ahccjg.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505,053,790.36 3,573,905,306.55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194,684,219.71 2,208,287,216.76 -0.6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790,256.80 -82,640,462.55 120.32 

营业收入 534,005,997.19 576,521,771.74 -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559,526.19 15,817,566.06 -2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436,437.17 14,125,330.50 -5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52 0.95 减少0.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3 -33.3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6,306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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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8.89 426,501,559 426,501,559 无 0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0.34 74,909,692 74,909,692 无 0 

安徽国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57 40,335,988 40,335,988 无 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89 20,959,604 20,959,604 无 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87 13,521,557 13,521,557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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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62 4,512,4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8 1,287,500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09 686,000 0 未知   

林志岳 未知 0.08 593,000 0 未知   

游端彬 未知 0.07 5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或构成《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关联关系或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3.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关系或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400.6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37%；实现净利润

1,162.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99%。 

（二）报告期主要工作回顾 

    1.科技创新持续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军品立项研制的项目有 12 项，配套研制的项目有 30 余项，其中，有 1

个军品项目通过了状态鉴定审查、2 个军品项目具备状态鉴定审查条件，参加了 5 个军品竞标项

目研制工作；民品新产品开发 6 项，其他军民品各项科研工作按预期计划推进。公司向国家知识

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 10项，申请国防专利 6项，获授权专利 7项。到本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授权

专利共 173项，其中发明专利 59项。 

2.基础管理得到强化 

在质量管理上，公司通过开展质量改进、质量体系认证、第三方审核和精品工程活动，产品

实物质量有了稳定的提高，质量体系运行持续有效 。 

在安全生产上，公司积极开展安全标准化、职业卫生体系建设，通过实施安全技术改造，大

大提升了企业的本质安全性；加强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加大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改力度，保证了

公司的科研、生产、项目建设的安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伤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 

在环境保护上，公司加强了环境保护工作日常监督管理，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制，确保污染物



达标排放。报告期内，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在军工保密上，公司加强日常保密检查与监督工作，对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落实，军工保密工

作水平有了稳定的提升，上半年未发生失泄密事件。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武器装备二级保密

资质的现场复审工作，并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证书”。 

3.人才队伍得以加强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人才强企战略，明确思路，加强人才队伍管理工作，健全人才工作机制，

突出重点，切实加强“三支人才队伍”建设。截止 2019年 6月底，公司享受国务院津贴 3人、省

政府津贴 3 人；省领导联系专家 1人，省国资委领导联系专家 1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

人选 2 人，省级高层次人才特支计划入选 3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人才”入选 3 人，省属

企业“538 英才工程”入选 21 人。首席专家 2 人，学科带头人 12 人。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整体

素质有效提升，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4.党建引领有效推进 

通过党建标准化建设持续推进，提升公司党建管理水平。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扎实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做好成果转化工作。大力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将党的领导

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坚决做到“四同四合”，确保“两促进、两不误”。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提高公司广大员工的凝聚力、战斗力，引领公司公

司持续快速发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