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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郭泽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亚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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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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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56,112,564.50 1,477,251,373.79 4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2,893,052.03 167,378,172.36 3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9,700,960.85 163,165,167.36 40.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943,314.50 -282,087,007.43 93.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47 0.2137 37.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82 0.2120 35.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 3.36% 0.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649,824,581.88 13,285,987,801.20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61,839,780.50 6,570,758,422.38 4.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012,326.39  

减：所得税影响额 601,775.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8,460.14  

合计 3,192,091.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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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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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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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39% 327,343,580 0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94% 78,588,471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6% 21,832,325 0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 13,300,300 0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国有法人 1.65% 13,08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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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1% 12,772,882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5% 12,248,816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9% 11,018,464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0% 10,260,7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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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9% 8,629,90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27,343,580 人民币普通股 327,343,580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8,588,471 人民币普通股 78,588,47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832,325 人民币普通股 21,832,325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3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0,300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13,089,536 人民币普通股 13,08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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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2,882 人民币普通股 12,772,882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2,248,816 人民币普通股 12,248,816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11,018,464 人民币普通股 11,018,46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260,770 人民币普通股 10,26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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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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9,906 人民币普通股 8,629,9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中国航空科技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航空工业所属公司，中国空空导

弹研究院由航空工业管理；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持股增减变动主要

系借券给证金公司所致。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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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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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74,805,693.67 48,091,827.99 55.55% 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401,665.14 77,021,088.06 -81.30% 待抵扣进项税较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6,434,983.01 76,750,723.75 103.82% 预付的基建工程、设备款 

应交税费 47,575,294.09 33,610,624.30 41.55% 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5,139,107.54 243,126,828.61 -40.30%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一期）首次解锁，

其他应付款冲减库存股所致 

合同负债 80,902,427.80 125,709,227.11 -35.64% 预收合同款减少所致 

长期应付款 -45,720,411.16 -22,010,257.35 -107.72% 部分科研项目阶段性垫支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年1季度 2018年1季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156,112,564.50 1,477,251,373.79 45.95% 系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大幅增加 

营业成本 1,450,692,682.27 958,890,034.87 51.29% 随销售收入大幅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9,131,224.09 6,087,656.76 50.00% 附加税随销售额增加 

销售费用 94,129,037.91 69,625,475.58 35.19% 市场投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0,303,537.77 23,708,292.98 112.18% 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331,693.91 2,048,624.14 111.44%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596,446.60 3,806,981.29 -58.07% 合营企业利润降低 

营业外支出 459,503.43 130,843.60 251.19% 资产处置损失所致 

所得税费用 29,376,109.66 20,217,569.50 45.30% 利润总额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19年1季度 2018年1季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55,997,885.12 33,199,302.53 68.67% 承兑保证金到期收回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8,178,815.20  100% 回购股份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4,000,000.00 759,528,934.90 -79.72% 短期融资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5,000,000.00 710,000,000.00 -78.17% 短期融资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13,820,211.56 36,123,178.91 -61.74% 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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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3月26日，公司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205,828股，约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0.0260%，购买的最高价为39.96元/股，购买的最低价为39.40元/股，支付总金额为8,178,815.20元（不含交易

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披露的《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2019-024）。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3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002179中航光电调研活动信息 201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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