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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3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2019-015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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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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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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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三鑫 股票代码 00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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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军 冯琳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2061 号新保辉大

厦 17 层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2061号新保辉大厦

17 层 

电话 0755-26063691 0755-26067916 

电子信箱 sxzqb@sanxinglass.com sxzqb@sanxinglas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思路和目标，公司重点发展幕墙与内装工程、光伏玻璃、特种玻璃技术及深加工三大产业。公司总

部位于深圳，在安徽蚌埠、海南文昌、广东惠州、深圳、珠海、上海、北京等地建立了生产基地。具体产业情况如下： 

1、幕墙与内装工程 

幕墙工程与内装主要包括幕墙工程、装饰装修等，业务范围覆盖全国乃至港澳、东南亚、欧美、中东、西亚等国家及

地区，是国内知名的幕墙骨干企业，在国内行业综合实力排名前列。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三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深圳

市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专注于高端幕墙工程的设计、生产、施工、维护服务等，具有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施工壹

级资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拥有较强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实力。幕墙工

程业务以深圳、北京、上海、珠海为核心区域，重点在政府公建、高层建筑、购物中心等项目进一步深耕。继2017年中标上

海浦东机场三期、北京大兴机场登机桥、延安机场等机场项目后，2018年中标海口美兰机场二期、成都天府国际机场T1项

目，再次巩固了三鑫科技在国内大型机场项目的领先地位。在强化幕墙产业品牌的同时，三鑫科技逐步利用幕墙业务现有客

户、项目资源，延伸开发内装市场，内装业务开始逐步加强。报告期内，公司中标9个过亿项目。 

建筑装饰工程承接方式一般是通过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方式进行承接，承接方式分两种，一种是由业主分别招标确定

总包和分包企业，另一种是由业主先确定总包再委托总包招标确定分包企业。幕墙企业中标后，以项目为管理单元、按工程

进度组织设计、采购、生产加工和施工。 

2、光伏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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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玻璃主要产品是高品质光伏玻璃。公司光伏玻璃产品已由AR光伏玻璃向双玻组件等高品质、高透玻璃产品延伸，具

有优良的产品品质和良好的客户口碑。持续推进智能制造与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实现了产品的系列化，产品系列包括海洋型、

沙漠型、防火型、“双玻”型、高效率型、双绒面型等。光伏玻璃业务拥有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体系，

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 

3、特种玻璃技术及深加工 

特种玻璃技术及深加工主要包括特种玻璃深加工产品、特种/普通玻璃生产线设计与工程技术输出，特种玻璃节能环保

技术输出。公司能够生产可钢化LOW-E玻璃、热反射玻璃、LOW-E中空玻璃、平／弯钢化／半钢化、平／弯夹层玻璃、平

／弯中空玻璃、彩釉玻璃、防弹玻璃、防火玻璃、光电玻璃、三维热弯玻璃等全系列建筑用玻璃产品。 生产高品质AR玻璃、

ITO导电玻璃、防雾玻璃、AS防污玻璃、半透镜面玻璃、角度防窥玻璃、扫地机器人面板、大板面AG喷涂视屏玻璃等电子

玻璃产品。建筑玻璃及电子玻璃业务拥有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体系，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

特种玻璃技术输出一般是通过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方式进行承接项目，主要是由业主招标，中标后，以项目为管理单元、按

工程进度组织设计、采购、生产加工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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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776,782,277.11 4,603,936,907.88 4,604,176,587.12 3.75% 4,483,129,952.46 4,483,067,15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647,998.20 -9,142,670.86 -9,778,359.56 433.88% 9,462,552.38 1,658,06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41,071,061.01 -25,372,987.89 -26,249,780.37 56.46% 635,801.69 -7,231,09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元） 

526,683,399.72 541,031,854.47 544,193,653.30 -3.22% 274,288,458.10 282,436,790.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1 -0.01 500.00%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1 -0.01 500.00%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08% -1.27% -3.90% -2.18% 1.29% 0.2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660,523,001.51 6,746,138,077.15 6,837,381,589.91 -31.84% 6,774,387,932.73 7,010,827,06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元） 

680,632,034.98 707,297,138.68 659,947,830.56 3.13% 736,207,384.12 685,491,6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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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81,772,941.43 1,111,232,180.13 1,136,029,144.79 1,447,748,01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65,089.69 -8,156,562.24 -30,099,016.75 78,768,66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36,602.06 -17,577,572.49 -30,996,521.98 16,639,63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05,857.28 78,912,726.25 203,299,595.42 274,276,9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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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6,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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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贵航实业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4% 110,377,651  冻结 11,217,716 

中国贵州航空

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42% 107,847,117    

中航通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6% 18,962,651    

韩平元 境内自然人 1.51% 12,1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4% 11,555,100    

汤子花 境内自然人 1.22% 9,772,037    

肖莹颖 境内自然人 1.20% 9,621,083    

肖裕福 境内自然人 1.18% 9,514,895    

景建波 境内自然人 1.00% 7,997,200    

中航基金－浙

商银行－中航

基金同达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7,476,6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为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

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和一致行动人可能。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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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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装修装饰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上市公司从事装修装饰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8年，中航三鑫的改革发展进入新时期，公司以坚持“效益为先”原则，全面开展“成本效益年”活动，积极化解重大

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正确领导下，在大股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干部职工，积极

推进“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积极防控化解风险、强化经营运行效益、提升经营质量，深化改革，锐意创新，市场认可度、客

户满意度与品牌价值不断提升。实现了年度经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以下成绩： 

1、幕墙产业稳健发展，经营实现上台阶 

在国内房地产开发项目下降、政府投资放缓的市场环境中，三鑫科技通过“内抓管理、外抓市场”，推动运营质量上台

阶，销售订单、收入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幕墙产业实现了良性循环。2018年中标成都天府国际机场T1、深圳中广核、深圳

老虎坑发电厂、上海图书馆等9个上亿幕墙工程。尤其是中标成都天府机场后，再次巩固了三鑫科技在国内大型机场项目的

领先地位。在强化幕墙产业品牌的同时，三鑫科技逐步利用幕墙业务现有客户、项目资源，延伸开发内装市场，内装业务开

始逐步加强。 

2、积极化解融资风险，稳定信用体系 

公司努力“压两金”，狠抓现金流，统一运作资金，公司整体经营性现金流健康。加强与股东方沟通合作，采取有效措

施，有效化解海南特玻债务风险、资金风险和融资风险，稳定了信用体系。石岩园区项目获得了宝安区政府城市更新批复。

三鑫科技推行应收账款银行保理，实现三鑫科技独立融资能力。 

3、推进效益为先，深化组织变革 

蚌埠光伏公司自6月份受制于国家“531”政策影响，市场迅速降温，原片价格本利倒挂，光伏玻璃深加工价格也降至成

本的零界点，公司果断决策，立即对650吨熔窑进行停产冷修，采取原片对外采购的措施，及时减少对利润的不利影响。 

海南砂矿小惠矿实现产能最大化，龙马矿克服原矿含泥量大等不利因素，提高产量确保品质。海南砂矿超额完成经营

目标。 

为解决玻璃深加工国内订单亏损问题，实施组织变革，对国内、海外建筑玻璃深加工分开核算、独立考核，试行半年，

国内玻璃深加工产业初步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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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技术创新，促进内生发展 

精美特完成了多曲面高铝硅玻璃强化工艺技术的研发，成功开发了华为二代ITO电子秤玻璃项目并量产，完成了

AG+AR+AF结构的车载玻璃的研发。海南科技公司的高效高可靠节能镀膜玻璃工业制备及应用关键技术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蚌埠公司完成了G1深加工线扩能降耗与自动化升级改造、2.5mm全钢化光伏玻璃量产，并获得3项省级科技奖项、“安徽省智

能化数字化车间”、“安徽省绿色工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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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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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墙工程 3,005,772,881.23 201,607,591.47 6.71% 5.90% -4.44% -0.73% 

幕墙玻璃制品 341,675,533.11 47,346,343.12 13.86% 1.90% -19.31% -3.64% 

家电玻璃制品 106,333,097.93 22,505,937.63 21.17% 7.68% 37.64% 4.61% 

幕墙门窗制品 116,282,644.34 19,437,850.69 16.72% 10.05% 40.25% 3.60% 

特玻材料 1,298,700,353.96 162,971,128.84 12.55% -0.18% -34.83%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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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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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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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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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增加公司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期末实际出资额 

 广东中航特种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   惠州   制造业   16,445.59万元   8,795.59 万元  

2、本期减少公司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期末实际出资额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   参股   澄迈   制造业   193,220.75万元   17,140.08万元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4,000 至 -2,00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86.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光伏产业去年一季度盈利情况较好，今年一季度受光伏“531”政策影

响，产销量下降，经营亏损所致。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强华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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