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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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制定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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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重机 60076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继兵 王文胜 

电话 0851-88600765 0851-88600765 

办公地址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机场路

9号太升国际A3栋5层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机场路

9号太升国际A3栋5层 

电子信箱 zhzjgk@163.com zhzjg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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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1,760,079.75 12,069,953,807.08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557,421,434.52 4,250,204,245.63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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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02,318.50 137,726,273.05 -144.51 

营业收入 2,895,393,646.14 2,556,615,638.72 1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3,399,339.05 68,506,189.45 5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0,044,858.32 66,693,699.56 5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0 1.82 增加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9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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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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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9.48 229,369,200 0 无 0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8.30 64,538,8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2.18 16,963,5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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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1.80 13,974,937 0 未知 0 

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1.75 13,596,331 0 无 0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1.29 10,066,005 0 未知 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1.08 8,435,898 0 未知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6 6,718,548 0 未知 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0.77 5,996,194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未知 0.63 4,925,247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第一、第二、第五大股东均为隶

属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法人股东，这三位股东与其它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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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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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以战略为牵引，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绩效达成为目标，以精益管理为

切入点，持续推进瘦身健体和降本增效等工作，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同比有一定改善，基本实现

了时间、任务“双过半”的经营目标；同时，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扩大产品市场份额，围绕国家

相关产业政策，公司在锻铸、液压环控等业务领域持续推进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拓、生产交付、

新品研发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分析如下： 

1.锻铸业务 

2019 年上半年，中航重机锻铸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20.65 亿元，同比增长 16.21%。其中，航空

业务实现收入 17.29 亿元，同比增长 24.30%，占锻铸板块收入比为 83.73%；非航空业务实现收入

3.36 亿元，同比下降 0.88%，占锻铸板块收入比为 16.27%。   

在航空业务方面，宏远公司通过前期国际转包市场的培育，总体市场现状转好，波音项目重

新启动，空客 A350 与 A321 新品进入批产，上半年国际转包民机市场新增订货 7397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27%；新产品研发方面，两种新型高温合金材料航天发动机用等温锻盘件、某重点型号

模锻件在 365MN 电动螺旋压力机上试制、盘轴一体化钛合金模锻件试制等工作均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安大公司与罗罗等国际客户合作趋于稳定，订单稳步增长，国内市场获得商飞 C919 项目供应

资质，订单可满足全年计划要求。 

在非航空业务方面，宏远公司的民品在市场低位徘徊，主要由于受环保政策的影响，火电叶

片市场需求逐年下降，加上火电叶片的生产准入门槛低，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导致产品价格持续

下滑。安大公司为应对市场领域分散及市场波动大的现状，积极开发新客户，累计开发新品 318

项，获取订单累计金额 5800 万元。 

2. 液压环控业务 



  2019 年上半年，液压环控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8.30 亿元，同比增长 6.61%；其中，液压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 3.76亿元，同比增长 11.95%,主要原因是该业务的民品业务本期得到了较快增长；

热交换器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54 亿元，同比增长 3.26%，主要原因是该业务的军民品业务本期均

得到了增长。 

   在航空业务方面，力源公司批产产品满足主机厂的装机需求，型号研制工作稳步推进，

按计划和主机进度要求完成了各型新品交付、新品验证试验、转段及型号鉴定任务；永红公司多

型产品获得配套资格，订单稳步增长。 

   在非航空业务方面，力源公司上半年民用液压件实现持续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6%。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徐工、中联、三一重工等大客户，在起重机械、非开挖机械市场等配

套业务上实现大幅增长；永红公司通过了威克诺森和利勃海尔的审核，板翅式散热器外和冷干机

散热器市场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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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