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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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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审议了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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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324,84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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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格通信 股票代码 00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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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剑刚 王耿华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

88 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

88 号 

电话 020-82085571 020-82085571 

电子信箱 hgzqb@haige.com hgzqb@haig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海格通信是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企业和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一的广州无线电集团

的主要成员企业。是全频段覆盖的无线通信与全产业链布局的北斗导航装备研制专家、电子信息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是我

国无线通信、导航及信息化领域最大的整机和系统供应商之一，是行业内用户覆盖最广、频段覆盖最宽、产品系列最全、最

具竞争力的重点电子信息企业之一，是行业领先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供应商。公司主要业务覆盖“无线通信、北斗导航、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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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软件与信息服务”四大领域。 

1、无线通信领域：全频段覆盖的传统优势企业 

主导产品包括短波通信、超短波通信、卫星通信、数字集群、多模智能终端和系统集成等相关产品。产品实现从频段

低端到频段高端横向“延伸”，产品功率等级和使用方式纵向“派生”，技术应用由单机向网络网系、系统集成综合化“提升”，

专业技术不断向基础技术、关键部件乃至芯片设计的系列化“纵深”，满足各层级用户的需求。 

公司是通信装备种类最全的厂家之一，是单机设备到系统网络集成的先行者；是国内拥有全系列天通卫星终端的主流

厂家，是天通射频/功放芯片的主要提供商，竞争力行业领先；是数字集群装备序列和体制齐全的单位；是首批用户批量试

用并参加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多模智能终端研制单位；同时作为多个系统项目的技术总体单位，具备为用户提供一揽子解决

方案的能力。 

公司紧跟国防建设发展趋势，积极参与新一代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建设，把握无线通信智能化、多模融合发展

机遇，充分发挥公司产品手段齐全、宽带窄带融合、公网专网融合和通信导航一体化的优势，积极开展新一代产品布局与开

发，巩固大容量市场和拓展增量市场。响应国家空间发展规划，抓住重大市场机遇，参与当前我国正在快速推进的宽带卫星

通信系统重大工程项目，已全方位布局宽带卫星领域。 

2、北斗导航领域：率先实现“芯片、模块、天线、终端、系统、运营”全产业链布局，是“北斗+5G”应用先行者 

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无线电导航研发与制造的单位，秉承六十余年悠久的产业历史，始终与国家卫星导航产业同频共

振，紧跟卫星导航设备及芯片研制。北斗导航作为公司主营优势业务之一，具备核心技术，掌握技术体制，拥有北斗“芯片、

模块、天线、终端、系统、运营”的全产业链研发与服务能力，拥有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领域国内领先的高精度、高动态、

抗干扰等关键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目前自主投建的“海格·北斗产业园”产业平台，作为公司北斗产品研发、生产、检验及测

试基地。公司是国家发改委支持的广东省“国家北斗产业园区创新发展专项”任务建设的主要牵头单位，长期以来致力于北斗

行业应用的探索、研究与推广，获得国家北斗产业园区创新发展专项资金共计9,094万元的支持。 

（1）主要核心技术及产品布局方面 

一是北斗芯片及核心模块方面：产品主要包括北斗接收机基带芯片、抗干扰芯片、北斗系列射频芯片及模组、北斗抗

干扰导航射频芯片及组件等。公司在已构筑的北斗二号系列产品获得全面应用的基础上，突破北斗三号核心技术，包括首发

面向北斗三号应用的全频点覆盖的卫星导航高精度射频+基带全芯片解决方案，可为测量测绘、无人平台、应急救援和高精

度授时等应用提供自主可控的核心产品。 

二是天线配套方面：全资子公司海通天线专业从事导航天线设计、研制、生产及服务。建有国际先进水平128多探头近

场测试系统，拥有主营天线产品研制所需各类产品生产线、测试仪器仪表、环境检验设备、半开放式微波暗室检验设备及天

线测试场等设施，提供北斗收发、抗干扰、多模导航、高精度等系列天线产品。 

三是终端产品方面：为机构市场提供北斗用户机、组合导航接收机、北斗手持机等产品，处于行业优势地位，同时紧

跟机构用户对北斗三号终端的需求，布局新一代产品。积极拓展民用市场，推出系列化智能穿戴设备及行业应用终端产品，

已在多个行业客户中得到广泛应用。 

（2）基于北斗领域的技术优势，公司北斗业务民用布局方向 

一是依托高精度导航芯片，打造面向各种应用场景的高精度产品和服务，如高精度位置服务、无人驾驶方面的应用。

也将研发核心的高精度定位模块，拓展新的市场。成员企业星舆科技自主研发北斗智能地基增强站并建成覆盖全国主要城市

地区的北斗高精度定位网络，构建起北斗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应用前景广阔。 

二是推进“北斗+5G”技术融合，开辟北斗时空数据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应用，涵盖物流、交通、应急、教育、养老、医疗

等行业。在广州市南沙开发区推广的国家级示范应用项目，已覆盖重点行业领域，并获取了大批量的终端数据，积累了北斗

时空数据的应用经验，后续针对这些数据研究、深挖，可带来一系列的新业态，持续提供精准时空服务。 

三是贴紧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需要，结合自身在北斗领域的技术优势，自主研发推出利用北斗定位

技术提供智能化防疫监管服务的高科技产品“海格北斗智慧防疫定位服务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成功在自身企业和员工中有

效运行，为复工员工和企业安全运营保驾护航，也为后续应用于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港口码头、地铁、社区、医院、学

校等重要阵地疫情防控、隔离人员进行有效的信息管控提供技术支撑。 

3、航空航天领域：国内机构市场模拟仿真系统领导者，是国内首家自主“D级”模拟器供应商 

主要包括模拟仿真、国产化民航通导设备研制和飞机零部件精密智能制造业务。 

模拟仿真业务：覆盖飞行模拟器、机务模拟器、车辆模拟器、电动运动平台、视景系统等产品的研制开发，子公司摩

诘创新是新三板挂牌企业（NEEQ:836008），深耕模拟仿真行业，其中：大负载六自由度电动运动平台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国

内空白；操控负荷系统力感模拟的核心技术达到模拟器“D级”（最高等级）标准，达到国际水平。 

民航通导设备研制业务：主要是为民航提供国产化的通信、导航和监视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子公司海格云熙紧抓民

航通导设备国产化和通航逐步开放的契机，积极布局民航领域，是国内获得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证最多的厂家，

致力于成为产品技术自主可控的领军企业；成功拓展了包括北京首都、上海虹桥、广州白云、深圳宝安、武汉天河、大连周

水子、北京大兴等大型国际机场客户，对我国国产甚高频通信设备在民航的广泛运用起到积极作用；产品也同步进入多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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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区市场，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 

飞机零部件制造业务：主要是为国内外飞机制造商提供飞机结构件、复合材料、航材标准件、模拟器等产品的精密智

能制造。公司在大力开拓尖端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同时，紧跟“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发展飞机零部件精密智能制造业务，

子公司驰达飞机已成为国际航空巨头、国产飞机制造商、发动机制造厂家的供应商。 

4、软件与信息服务领域：具有竞争优势的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 

全资子公司海格怡创是业界具有竞争优势的信息技术服务商，是国内较早从事通信技术服务的企业之一，提供全方位

一体化的业务支撑与IT应用系统解决方案，业务已覆盖全国二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公司始终与国家同频，与时代共振，紧密结合国家发展规划，把握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

方面的“新基建”历史机遇，发挥技术和服务的双优势，为政务系统、应急指挥、运营商、交通物流、民生工程等行业提供信

息通信技术服务和一揽子解决方案。 

5、创新业务 

公司坚持科技强企，在深耕四大领域业务的同时，以信息化、智能化的平台业务为发展重点，瞄准军事智能化发展和

未来武器平台发展的重要方向，布局智能化无人系统业务，拓展空、天、地、海等市场和运输、投送等应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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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607,107,847.47 4,069,795,917.46 4,143,056,517.23 11.20% 3,352,070,732.40 3,352,070,73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9,471,172.10 430,196,411.04 435,369,789.22 19.32% 293,284,230.53 293,284,23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0,732,629.60 222,124,362.85 227,297,741.03 54.31% 137,166,583.92 137,166,583.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453,969.57 629,007,539.57 629,007,539.57 -62.41% 175,925,387.02 175,925,387.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9 0.19 21.05% 0.13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9 0.19 21.05% 0.13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8% 5.20% 5.26% 0.62% 3.89% 3.8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3,076,696,684.82 11,522,461,753.02 11,533,065,651.30 13.38% 11,834,565,200.65 11,834,565,20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94,581,686.01 8,424,679,785.08 8,433,934,720.13 13.76% 8,147,588,788.15 8,147,588,788.1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公司对通信网络建设工程收入确认原则进行会计政

策变更。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 号）； 

2、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真实价值，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详见公

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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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54,874,739.75 1,220,668,430.72 869,899,524.97 1,761,665,15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88,882.78 191,782,948.01 88,202,488.17 208,396,85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90,591.16 157,291,874.86 29,120,297.69 180,311,04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865,175.97 -152,602,970.10 -7,837,603.18 655,759,718.8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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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3,5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1,96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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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02% 599,732,162 28,940,868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8L-FH002 深 
其他 3.20% 73,713,336 0   

杨海洲  2.73% 63,006,656 47,254,992 质押 47,164,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6% 56,612,415 0   

古苑钦  1.63% 37,583,208 36,09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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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37,44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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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37,396,100 0   

汇添富基金－广发证券－广州海格通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2% 30,497,080 0   

张志强  1.01% 23,277,929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94% 21,658,61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杨海洲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章程约定：本公司股东中，设立时任广州无线电集团董事的自然人股东，

通过本章程的约定，在股东大会决议事项上与广州无线电集团保持一致行动，系广

州无线电集团的一致行动人。该等自然人股东职务的变化，不改变其与广州无线电

集团一致行动的约定。据此，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杨海洲先生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的一致行动人。除此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余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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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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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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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公司紧紧围绕《“十三五”发展战略与规划》，坚持“高端高科技制造业、高端现

代服务业”的战略定位，坚持“产业+资本”双轮驱动，聚焦“无线通信、北斗导航、航空航天、软件与信息服务”四大业务领域，

紧紧围绕年度经营主题，务实推进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实现整体经营业绩稳步增长。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0,711万元，

同比增长11.2%；利润总额59,930万元，同比增长2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947万元，同比增长19.3%。 

（一）技术市场融合，巩固核心优势 

1、无线通信领域多点突破： 

积极巩固短波、超短波、二代卫星的存量业务，拓展多模智能终端、天通卫星终端、宽带卫星移动通信产品的增量市

场。在技术市场上多点突破：以第一名成绩中标某大额短波通信系统改造项目；关乎到未来主要订货方向的多个重大项目顺

利中标入围；多模智能终端获得首个批量采购任务，并圆满完成国庆70周年大阅兵任务；国内首个通导一体设备研制竞标以

第一名成绩入围；宽带卫星通信系统研制中，取得先发优势。 

2、北斗导航领域抢占北斗三号核心技术高地： 

不断巩固行业优势地位，争取更大市场份额，重点突破北斗三号核心技术，掌握技术体制，研制芯片，确保市场竞争

优势，取得积极成效。 

在核心技术方面，公司积极抢占北斗三号核心技术高地，北斗三号全球信号多模多频射频芯片在用户实物比测成绩第

一，优势明显；北斗三号全球信号多模多频基带芯片率先一次性流片成功。在国家重量级的民用示范应用项目方面，广州市

南沙开发区北斗城市应用示范项目已顺利通过用户验收，完成了项目系统平台建设和9万个智能终端在消费端的应用。公司

作为中国北斗产业化应用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广东省北斗卫星导航联盟执行主席单位，率先在一线城市示范区实现智慧校园、

智慧养老、智能物流等领域的北斗终端规模化应用，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奠定技术基础；国家发改委北斗产业园区创新发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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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项取得实质性进展，项目以高精度位置服务为基础，建设北斗时空大数据平台,实施完毕后将部署30万终端，以终端、

系统、大数据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及应用层，建设产业生态链。 

3、航空航天领域积极开拓民用市场： 

一是巩固军用模拟器的技术和市场领先优势，公司分别与西飞、机构客户签署了模拟器研制合同，并积极拓展民用飞

行模拟器业务市场；二是抓住民航装备国产自主化的机遇，重点拓展高频、甚高频、ADS-B产品，在国外民航市场取得再次

突破，成功拓展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战略客户：与赞比亚恩多拉国际机场签署甚高频通信系统采购合同，进一步巩固了民

航空管设备地空通信电台国产化的行业地位；产品应用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对国产甚高频通信设备在我国民航的广泛使

用起到积极推广作用，打破外国厂商市场垄断的局面，占据了先机；三是加快高端飞机零部件精密制造业务，加大智能制造

设备及产业园区的投资建设，引进国外先进制造和管理体系，为下一步规模发展及资本运作奠定基础，子公司驰达飞机通过

了空中客车公司供应商资格审核，再次向国际市场迈开了重要一步。充分挖掘成都航空产业优势及市场机会，在成都设立公

司，主要为国际航空发动制造商GE、RR等公司提供发动机零部件制造。 

4、软件与信息服务领域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全资子公司海格怡创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人才优势，通过对通信网络工程建设、维护、优化和系

统解决方案等不同业务类型和环节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了跨技术专业、多网络制式、多厂家设备的全业务服务模式，在同行

中占据比较优势；保持总体份额领先中标广东移动5G通信主设备安装和室内覆盖工程项目，成为广东移动5G切片式网络搭

建的核心服务供应商，迎来公司在“十四五”5G建设和应用服务的良好开局；通过涉密信息系统集成甲级资质现场审查，为

进入机构市场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拿下了含金量高的“入场券”。 

5、创新业务稳步推进: 

智能化无人系统完成了人才集结和推进自主核心技术研制与积累，相关技术已应用在开展的竞标项目中；与多家平台

优势单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展有人/无人协同应用等信息技术研究，并在多个无人项目中得到应用，奠定了公司在无人

信息化装备的先发优势。 

（二）推进资本运作，业务优化整合 

公司围绕战略目标和战略发展方向，一方面聚焦核心主业，逐步剥离与主业相关性不高的业务；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资

本市场的优势，积极挖掘市场机会，探索新的投融资渠道，扩大企业规模，推动企业全面发展。 

1、持续优化资产配置，聚焦主业，完成子公司北京爱尔达51%股权转让，提高资产收益率。 

2、加快高端飞机零部件精密智能制造业务，完善航空制造产业链，扩大业务规模，充分挖掘成都航空产业优势及市场

机会，在成都设立公司，主要为国际航空发动制造商GE、RR等公司提供发动机零部件制造。 

3、根据自身经营和公司长期战略发展需要，子公司驰达飞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积极探索新的融

资及发展平台。 

（三）资产结构优化，打造基业平台 

海格通信·北京产业园正式启用，公司在首都北京再添事业平台新地标。产业园位于北京丰台科技园东区三期，占地面

积2568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9,999平方米，成功入选2019年中国写字楼行业“十大金地标”。目前公司在北京区域的各成员

企业已集中在该产业园办公，公司集团化的竞争优势将更加突显。 

北京产业园于2019年8月1日正式全面启用，这不仅进一步贴近用户、快速反应、实现无缝沟通，极大地提升综合竞争

力和公司在社会各界的品牌形象，而且使公司的资产结构更加优化，物理空间布局得到升级。 

（四）“科技+文化”战略推进，扎实提升软实力 

1、圆满完成国庆70周年阅兵保障任务，荣获“阅兵保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2、连续8年信息披露获深交所A级评价。 

3、获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4、参与的短波通信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基于认知无线电的智能自适应无线通信技术及其应用”荣获

2018年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成员企业星舆科技的“基于北斗的下一代定位技术”在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获

得新技术奖。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是√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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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无线通信 1,952,703,700.21 968,076,046.73 49.58% 14.76% 13.98% -0.34% 

北斗导航 356,451,310.90 238,103,454.32 66.80% 13.09% 22.36% 5.06% 

航空航天 267,078,167.11 144,404,698.35 54.07% 57.09% 45.65% -4.25% 

软件与信息服务 2,000,990,884.88 370,103,072.80 18.50% 3.17% -4.51% -1.49% 

其他业务 29,883,784.37 14,462,917.08 48.40% 77.70% 125.15% 10.2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是√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适用√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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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

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

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

他综合收益。 

（3）随着国家 5G 建设的推进，公司将更深度地参与相关通信工程与系统的实施，为运营商提供通信网络建设工程服

务，包括方案设计、现场施工、开通调试、项目验收等多个阶段，有一定的实施周期。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增

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对于通信网络建设工程会计收入确认政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对公司通信网络建设工程收入确认

原则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4）鉴于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随着其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房地产价值会产生变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比成本

计量模式更能客观准确的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真实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

息的准确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变更后，公司将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

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

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变更金额影响详见 2019 年年度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中“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章节内容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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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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处置子公司：本期完成挂牌出售原子公司北京爱尔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51%股权。 

新设立孙公司：本公司子公司西安驰达飞机零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成都驰达航空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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