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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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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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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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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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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电子 600372 ST昌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力 刘婷婷 

电话 010-58354818 010-5835481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

院16号楼25层A区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

院16号楼25层A区 

电子信箱 xifeizhang@sina.com liutt@avi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22,428,442,808.74 21,651,170,991.04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13,622,215.10 7,561,647,044.18 0.6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5,954,655.70 -293,544,478.63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430,931,429.58 2,972,849,340.27 1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742,764.36 148,354,411.18 1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1,099,936.63 56,064,881.02 15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 2.10 增加0.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65 0.0843 14.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65 0.0843 14.4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8,4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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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21 760,323,599  无 0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99 316,509,442  无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9 142,291,099  无 0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3 109,631,472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12 37,219,699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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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77 13,544,56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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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67 11,742,658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55 9,624,10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46 8,099,989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银

国家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42 7,392,796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汉中航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一致

行动人，其余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航航空电子

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 

航电转债 110042 
2017 年 12

月 25 日 

2023 年 12

月 24 日 
2,394,925,000 0.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4.41   63.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52   2.2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34.31亿元，同比增长 15.41%；利润总额 2.23亿元，同比增长 14.16%；

归母净利润 1.70 亿元，同比增加 14.42%。 

2019 年，公司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力推进均衡生产、质量提升、技术创新、资源保

障与管理提升工作，开启了公司发展新征程。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围绕年

初制定的生产经营目标，坚持协同创新发展战略，加速经营理念、发展方式的转变，关注客户需

求，落实国企改革调整等一系列工作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聚焦航空强国使命，抓短

板、补弱项，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推动研发与技术进步，按计划参与重点

装备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制任务，重点抓好民机项目的配套产品研制管理，按计划完成产品交

付和系统联试，持续拓展非航空防务和非航空民品业务，实现公司健康稳步发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上述准则自 2019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