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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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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洪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春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邱洪涛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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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5,851,036.49 8,436,431,737.75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974,643,096.94 4,964,263,609.19 0.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02,420,523.64 -241,027,099.0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016,212,662.14 1,700,429,898.29 7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680,129.66 -79,798,272.1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765,772.29 -110,927,010.9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26 -1.32 增加 1.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7 -0.111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7 -0.111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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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288,013.16 1,475,139.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81,491.99 1,297,756.3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232,012.58 -316,886.99 

 

所得税影响额 -362,916.91 -543,451.44  

合计 974,575.66 1,914,357.3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6,68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313,883,294 43.77 0 无  

国有

法人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31,428,926 4.38 0 无  

国有

法人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和沣融慧私募基金 
9,480,000 1.32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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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3,028 1.29 0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7,503,493 1.05 0 未知  未知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和沣远景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7,193,062 1.00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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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711,622 0.94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低碳新经济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6,167,415 0.8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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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7,400 0.79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中证军工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95,800 0.72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13,883,294 人民币普通股 313,883,294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428,926 人民币普通股 31,428,926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沣融

慧私募基金 
9,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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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3,028 人民币普通股 9,273,02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价值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3,493 人民币普通股 7,503,493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沣远

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193,062 人民币普通股 7,193,06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新兴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11,622 人民币普通股 6,711,6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低碳

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67,415 人民币普通股 6,16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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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7,400 人民币普通股 5,667,4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

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95,800 人民币普通股 5,19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西洪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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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为： 

1、本期产品交付量增加，产品毛利较上年同期增加2,265万元； 

2、受资产置换交易影响，本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578万元； 

3、本期借款余额和借款利率低于上年同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446万元； 

4、上年同期因南昌市政府对洪都老厂区部分土地进行整体收储，处置一批非流动资产，确认

资产处置收益3,692万元，本期无。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合并资产 

负债表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变动 

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11,628,242.43 556,559,215.57 -44.01 

主要系公司本期采购量增

加导致支付供应商货款增

加。 

应收票据 22,836,742.00 118,075,593.17 -80.66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到期

收款。 

应收账款 3,639,903,401.74 2,142,239,790.29 69.91 
主要随着本期收入增加而

增加。 

预付款项 23,097,800.38 54,233,384.99 -57.41 
主要系公司本期核销了预

付的材料货款。 

其他应收款 1,561,728.32 806,917,765.57 -99.81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资产

置换对价款。 

短期借款 
 

65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偿还短期

银行借款。 

应付票据 337,510,000.00 939,341,900.75 -64.07 
主要系公司本期应付票据

到期付款。 

应付账款 2,336,225,608.00 1,490,057,635.30 56.79 
主要系公司本期采购量增

加。 

合同负债 25,493,670.74 13,202,422.66 93.10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客户

预付的货款。 

应付职工薪

酬 
62,300,399.01 91,689,008.24 -32.05 

主要系公司本期发放职工

薪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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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15,748,023.25 33,926,603.35 -53.58 

主要系公司本期进行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支付了

企业所得税。 

长期借款 550,000,0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新增长期

银行借款。 

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

（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

（1-9月） 

变动 

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016,212,662.14 1,700,429,898.29 77.38 
主要系本期产品交付数量

增加。 

营业成本 2,910,818,197.60 1,617,685,287.46 79.94 
主要随着收入增加而增

加。 

管理费用 46,848,457.50 92,631,148.94 -49.42 

主要系资产置换后，职工

薪酬随着管理人员减少而

减少，折旧费用随着固定

资产置出而减少。 

财务费用 8,200,291.86 52,658,598.85 -84.43 

主要系公司本期借款余额

和借款利率低于上年同

期，导致利息费用减少。 

其他收益 6,360,331.90 1,439,492.90 341.85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了稳

岗补贴。 

资产处置收

益  
36,917,954.6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因南昌市

政府对洪都老厂区部分土

地进行整体收储，公司处

置了一批非流动资产，确

认资产处置收益，本期无。 

营业外收入 1,340,511.99 23,607,728.64 -94.32 
主要系公司上期确认了搬

迁补偿，本期无。 

营业外支出 40,955.67 25,002,901.17 -99.84 
主要系公司上期确认了搬

迁支出，本期无。 

合并现金 

流量表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

（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

（1-9月） 

变动 

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02,420,523.64 -241,027,099.09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79,338,909.60 -152,108,767.41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了资

产置换对价款。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2,086,928.80 -6,837,356.92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对负债结

构进行了调整，将 65,000

万元的短期借款变更为

55,000 万元的长期借款，

导致现金净流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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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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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洪蛟 

日期 2020年 10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