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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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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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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孙岩峰 因有其他工作安排 熊奕 

董事 刘松 因有其他工作安排 蒋富国 

董事 吴华 因有其他工作安排 熊奕 

独立董事 吴光 因有其他工作安排 杜坤伦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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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年度利润

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计划》。鉴于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企业，产品生产前期投入较大；同

时，随着各项目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为加快公司转型

升级，本年度将进一步加大生产、研发投入。因此，公司 2017 年度经营性现金流需求较大，拟

不进行现金分红。相关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在2017年内一次性投入。未分配利润

300,049,234.28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本分配计划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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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发科技 60039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奕 郑云燕 

办公地址 成都市新都区三河镇成发工业园 成都市新都区三河镇成发工业园 

电话 028-89358616 028-89358665 

电子信箱 board-fast@avic.com zhengyunyan-fast@avic.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零部件研发

制造、出口转包、衍生民品”等机械加工业务。内贸航空发动机及衍生产品主要是由我公司牵头

组织，通过借助行业力量，系统集成，最终实现该产品的生产交付；而外贸产品则主要是承接国

际知名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委托加工业务，经营模式主要是通过“组织报价、承接订单、生产交付、

收汇结汇”几个环节予以实现；而工业民品则主要是依托各经营单位自主开展。 

（1）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报告期内，公司内贸航空产品主要包括“航空发动机、航空轴承”。

2016 年按承接的指令性任务完成生产交付，科研生产按计划进行。 

（2）外贸产品：报告期内，整个外贸出口转包行业增速缓慢，且人民币对美元的相对贬值使

得转包业务所需采购的国外原材料价格同比持续增长，在合同价格已经锁定的情况下，降低了公

司的赢利水平。受益于稳定的质量和良好的信誉，公司出口转包产品持续得到了外商客户的肯定，

荣获 RR 年度中国区“新品试制奖”和“亚洲质量奖”，连续第四年荣获 HON 年度供应商奖。外贸

转包产品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2.1 亿美元，同比略有增长，稳定了公司发展根基；外贸新产品试制

实现新的突破，尤其是 FT4000 完成首台验收，标志着公司和 PWPS 的战略合作进入新的阶段；零

部件试制启动 260 项，试制准时完成率 95.2%，试制风险受控率 100%。同时，公司转移或取消了

部分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对部分产品重启价格谈判并成功调增产品价格，转包产品技术含量

和附加值得到持续提升。 

（3）工业民品：为提高公司经营质量，报告期内，公司逐渐收缩民品业务，集中精力做好“内

贸航空及衍生产品”和“外贸产品”两大业务，并努力实现同步增长，实现公司产品结构的优化

升级。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5,658,643,021.84 5,014,372,856.52 12.85 4,442,124,733.69 

营业收入 2,125,837,007.37 2,027,966,346.38 4.83 1,963,057,69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49,950.56 31,625,473.42 34.54 29,574,33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393,008.8 26,861,815.44 20.59 21,520,41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3,880,444.16 1,695,815,611.35 2.24 1,670,128,855.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249,868.75 -22,106,726.95  27,608,342.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0 30.00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0 30.00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1.88 增加0.6个

百分点 

1.7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67,866,886.96 531,094,555.53 546,958,798.71 579,916,76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959,031.36 25,426,954.76 8,314,594.57 2,849,36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297,242.55 24,465,495.68 4,130,515.95 -1,500,245.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373,650.20 -28,397,896.59 20,524,992.13 -86,003,314.0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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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8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95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118,907,305 36.02   无   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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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8,032 11,199,674 3.39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锐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7,800 8,717,586 2.64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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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5,038 5,998,184 1.82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主题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37,384 5,247,381 1.59   无   未知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654,935 4,332,578 1.31   无   其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中航军

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289,989 3,925,289 1.19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未来主

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000 3,475,341 1.05   无   未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新动力股票 -297,593 1,886,054 0.57   无   未知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动态阿

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1,799,902 0.55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航发成发与前 10 名股东中其余 9 家无关联关系也不是一致行动人；未

知前 10 名股东中其余 9 家是否存在关联或者一致行动人。 

注： 2017 年 3 月 15 日，公司控股股东名称已由“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国

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详情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8 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名称变更的公

告》（临 2017-011）。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按时交付、科研生产成绩显著、外贸业务稳定增长、提

质增效有效推进、经营质量持续提升等一系列成绩，全年实现经营主业稳定增长。全年实现主营

收入 21.26 亿元，同比增长 5%，其中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收入 5.39亿元，同比增长 4%；出口创

汇 2.1亿美元，同比增长 2%。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6,657 万元，同比增加 40%；实现归母净利润 4,255

万，同比增加 35%。 

（1）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业务稳中向好 

2016 年，公司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业务进展顺利，科研生产工作稳步推进，年度任务按计划

节点完成，科研任务全面完成。 

（2）外贸产品持续增长 

受益于稳定的质量和良好的信誉，公司出口转包产品持续得到了外商客户的肯定，荣获 RR年

度中国区“新品试制奖”和“亚洲质量奖”，连续第四年荣获 HON年度供应商奖。2016年按照“调

结构、增效益、提能力”的外贸发展原则，公司更加注重“军贸并重”发展，外贸业务保持稳定

增长。外贸转包产品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2.1 亿美元，同比略有增长，稳定了公司发展根基；外贸

新产品试制实现新的突破，尤其是 FT4000完成首台验收，标志着公司和 PWPS 的战略合作进入新

的阶段；零部件试制启动 260 项，试制准时完成率 95.2%，试制风险受控率 100%。同时，公司转

移或取消了部分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对部分产品重启价格谈判并成功调增产品价格，转包产

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得到持续提升。 

（3）经营质量明显改善 

2016 年，面对外部经济形势持续疲软和内部转型升级的双重挑战，公司坚持聚焦主业，内贸

航空及衍生产品、外贸产品等主营产品均实现增长。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在部分新项目上进行了

储备性技术开发。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4%，但公司通过加强过程管控、开展降本增效、推进成

本工程等系列经营过程管控，全年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4%，远高于公司经营收入的增长，经营质

量明显改善。   

（4）综合实力继续增强 

通过经营管控的持续推进，公司项目管理、计划管理体系更趋完善，条件保障、能力建设加

快推进，信息化等基础管理进一步增强，技术能力和科技创新持续提升，都使得公司综合实力、

核心竞争力得到继续增强。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包括成发法斯特、成发普睿玛、中国航发哈轴。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熊奕（代） 

2017年 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