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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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鲍卉芳 因工作原因 彭韶兵 

独立董事 黄勤 因工作原因 彭韶兵 

董事 蒋富国 因工作原因 杨育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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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 月 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利润

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计划〉的议案》，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数，当

年无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2018年度不分配现金红利，本

年度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本分配方案需提交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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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发科技 600391 成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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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ast.com zhengyunyan@scf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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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服务，外贸

转包生产和衍生民品，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主要是以我公司牵头组织，通过借助行业力量，系统



集成，最终实现生产交付；而外贸产品则主要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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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报告期内，各项科研生产按计划进行。 

（二）外贸产品：报告期内，实现外贸销售收入 1.67 亿美元，与上年度相比明显下滑，主要

是因为公司更加注重外贸产品的结构、质量和效益，主动放弃了一些技术价值和附加值相对较低

的产品，着力开发利润高、技术含量高、集成度高的产品，努力推动外贸业务由“大”向“强”

转变，由零件、短期订单向单元体、长期协议发展；同时，国外原材料供应商产能不足、全球燃

机市场下滑也影响了公司出口转包业务的持续增长。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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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878,677,302.41 5,817,490,135.16 5,814,784,614.66 1.05 5,661,348,542.34 5,658,643,021.84 

营业收入 2,364,272,867.39 2,258,813,945.14 2,258,813,945.14 4.67 2,125,837,007.37 2,125,837,00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3,026,620.59 46,873,949.03 46,873,949.03 -746.47 37,007,015.77 42,549,95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1,454,953.83 34,831,882.60 34,831,882.60 -563.53 26,850,074.01 32,393,0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35,405,799.37 1,742,584,280.04 1,785,203,959.25 -17.63 1,691,260,764.95 1,733,880,44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4,782,486.00 150,508,806.97 150,508,806.97 -50.31 -110,249,868.75 -110,249,868.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2 0.14 0.14 -757.14 0.11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2 0.14 0.14 -757.14 0.11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07 2.73 2.66 

减少21.80

个百分点 
2.21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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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505,938.70 506,178,148.46 503,441,799.87 970,146,98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59,574.25 -35,186,496.29 -30,472,989.28 -225,707,56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819,364.38 -38,362,714.69 -30,652,875.46 -77,619,99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430,449.56 -104,497,326.07 25,232,384.19 121,616,9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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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1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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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发成发   118,907,305 36.02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1,000,000 1,999,927 0.61   无   未知 

徐腾 1,427,438 1,752,238 0.53   无   境内自然人 

林奇 431,000 1,564,443 0.47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9,438 1,005,982 0.30   无   未知 

邹杭俊   1,004,511 0.3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997,700 0.30   无   未知 

慕永杰   880,062 0.27   无   境内自然人 

孙伟 -463,900 880,000 0.27   无   境内自然人 

饶伟明   740,000 0.22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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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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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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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64 亿元，同比增长 4.67%。其中，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收入

11.04亿元，同比增长 14.88%；出口创汇 1.67 亿美元，同比减少 10.39%。受公司产品结构调整

及附加值较高的燃机产品订单同比大幅下滑影响，以及公司产品质量损失、自查税收滞纳金等非



经营性损益影响，公司全年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1）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 

2018年，公司统筹推进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的科研生产任务。 

（2）外贸业务 

公司紧紧把握 “调结构，提水平，增效益”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外贸产品结构调整，坚决

去除非主业业务和盈利能力低的产品，不断增强盈利能力，全面推进外贸业务转型升级。兑现了

关键产品按时交付的承诺，得到客户赞赏。通过拓展市场，2019 年外贸转包订单也呈上升趋势,

非航产品订单也稳中有增。 

全年实现外贸销售收入 1.67亿美元，较 2017 年度同比下降 10.39%，外贸新产品试制取得新

进展。2018年新产品开发不断向组合件、单元体、新机型发展，启动新产品试制 174项，计划完

成 129 项，已完成 121 项新产品试制，准时完成率 93.8%。新产品逐渐向核心技术转移、向提升

产品价值链位势转变。 

（3）经营态势变中求进 

2018年公司经营承受了巨大的下行压力。为扭转不利的经营局面，公司积极谋划，采取了强

化重点管控、预算管控、系统管理及拓展新市场等系列措施，稳质量、稳交付、稳局面，经营形

势不断向好。 

（4）深化企业改革，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2018年，公司实施了一系列变革性的改革调整，加快推进公司管理转型升级，管理基础更加

夯实，运行机制更加合理有效。 

一是推进经营管理模式转变。转变各经营单位模拟法人的经营管理模式，推进各经营单位由

利润中心转变为成本中心，管控方式由分散管理转变为集中管理。 

二是推进生产制造方式转变。强化精益生产理念，开展精益生产线试点，规划出了 32个专业

生产线，部分专线通过实施精益化生产已取得显著成效。 

三是重点聚焦内贸航空及衍生产品和外贸产品两个业务领域，推进产品结构优化调整。 

四是推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五是推进质量综合提升，务求实效。全面完成新版国军标换版，完成军民用质量管理体系融

合。 

六是推进成本工程全面深入实施。 

七是推进 AEOS体系建设走深走实。 

八是推进核心能力建设全面发力。 

九是推进信息化建设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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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情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18-044）。 

（2）2019年 3月 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

执行新会计准则暨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1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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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有关地方税务规定，对公司自 2005年以来的出口退税业务的缴税情况进行了自查补

缴。经自查发现，公司自 2005年起增值税免抵税额部分未缴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因此本年需

要对补缴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进行追溯调整，该追溯调整影响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项目为其他

流动资产、应交税费、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税金及及附加及所得税费用。 

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临 201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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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2 家。经 2017年 3月 30 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7年 4月 21日召开的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本公司对全资



子公司四川成发普睿玛机械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吸收合并。截至本报告期末，相关吸收合并工

作已完成，四川成发普睿玛机械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注销登记，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董事长：杨育武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3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