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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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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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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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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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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21年度实现净利润150,164,167.21

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65,866,259.15元。公司拟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7元 

（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717,114,512股，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红利48,046,672.30

元（含税）。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

相应调整每股派发现金金额。 

上述事项尚须经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才能实施，具体实施办法与时间，公司将

另行公告。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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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都航空 60031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峰 乔健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航空城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航空城 

电话 0791-87668162 0791-87668769 

电子信箱 hd600316@hongdu.com hd600316@hongdu.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一）行业趋势 

飞行训练系统的核心是教练机，教练机产品根据飞行员在训练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和任务，大

致可分为初级教练机、中级/基础教练机、高级/同型教练机，公司分别对应的产品有初教 6、K8

教练机以及 L15 高级教练机。从世界范围来看，初级教练机市场集中度较高，美国、巴西、瑞士

等国占据优势地位；而随着各国第三、四代先进飞机的逐步配备，对飞行员技能训练及飞行训练

装备的要求正在不断提高，飞行员必须适应全天候、全地理环境和复杂的信息化环境，因此，无



论从交付数量及金额来看，高级教练机已成为全球军贸市场交易的主体，各国对高级教练机的需

求从质量和数量上都将有较大的增长。 

作为国内教练机科研生产基地，公司是国内唯一同时具备初、中、高级教练机全谱系产品的

研制开发和生产制造能力的企业。公司生产的初级教练机是我国飞行员摇篮。初教 6 已经取得

TC/PC 证，按照市场需求，公司正在对其进行改型改良，增强其适应民用市场能力和竞争力，传

承航空文化，延续经典传奇；K8 基础教练机曾经占有全球 70%市场份额，目前正在开展新基教研

制，以抢占筛选和基础教练机市场；L15 新一代高级教练机在研制过程中已经充分考虑并权衡了

现代战争对飞行员技能训练的各种需求，实现了低成本复现先进战斗机的性能和系统功能，除具

备高级教练功能之外，还可满足用户一机多用途的要求。公司以 L15 高级教练机为核心，将传统

意义上的教练机业务内涵进行延伸，不断探索、构建“技术训练、战术训练、战法训练”三位一

体的训练效能体系，由单一的飞机系统向综合训练系统拓展，由销售教练机向销售集成系统和服

务保障发展，将为客户提供集飞行员训练、地勤人员培训、训练保障为一体的一揽子训练解决方

案。 

（二）竞争格局 

公司当前主要面对的是国外对手的竞争和挑战。国际市场上，中、高级教练机的主要生产商

包括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意大利阿莱尼亚马基公司和韩国航空工业公司（与美国联合

设立），但教练机多作为这些大型航空整机制造企业的系列产品之一，所占比重较轻，且设计与

制造分离，技术力量相对其主产品来说薄弱。而公司（及洪都公司）几十年专注教练机领域，独

立研发制造了初教 6、K8、L15等多个型号系列的教练机，积累了丰富的研制生产经验，实现了设

计与制造相结合，能够快捷有效地贴近市场和用户。 

（三）产业链上下游 

教练机（飞行培训）产业链体量庞大，涉及面广，链路长，与现行工业体系均存在一定的关

联性和牵引性。上游的研发涉及到电子、材料、强度、物理等多学科技术，与科研院所、学校等

关系紧密；生产涉及到的主要是材料（含金属材料和复合材料）、标准件、制造（机械加工、钣

金、焊接等）产业、表面/热处理产业、发动机/航电/机电/飞控等机载系统、风洞/强度/试飞等

基础试验条件；公司的下游产业则是航校、飞机进出口公司、运输公司、维修保障体系和航空教

育等。 

教练机研发生产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处于飞行培训产业链的中游、也是产业链的集成与牵

引端。由于航空产业属于高科技产业，我国积极开展基础条件建设和原材料、机载系统的国产化

工作，基本能够保障装备自主可控。公司教练机研发技术在国际上达到了先进水平，已经可以和

世界一流企业同台竞技。 

（四）发展方向 

公司面向产业发展，将整机设计、制造、总装集成、销售和服务融为一体，同时积极向维修、

服务保障等下游产业拓展，确保公司教练机产品实现全价值链、全生命周期管理；利用“厂所合

一”优势，加强上下游企业合作开发，做优做强做大产业链；并依托航空城建设及江西航空发展

策略，促进上下游产业在航空城落地、成长、壮大，实现产业链的集聚效应。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一）主要业务 

1、教练机。 

公司是国内主要的教练机研发生产基地，主要从事教练机系列产品的设计、研制、生产、销

售、维修及服务保障等。当前主要产品为 CJ6 初级教练机、K8基础教练机、L15 高级教练机。公

司不断探索、基本构建形成“集中筛选、基础通训、专业分轨”的教练机装备体系，将传统意义

上的教练机业务内涵进行延伸，由单一的飞机系统向综合训练系统拓展，由销售教练机向销售集



成系统和服务保障发展，将为客户提供集飞行员训练、地勤人员培训、训练保障为一体的一揽子

训练解决方案。 

2、防务产品 

公司是国内重要的防务产品研制生产基地之一。 

（二）经营模式 

基础材料采购：公司所需基础材料主要包括金属原材料、非金属原材料、电子元器件、成附

件、外协加工等多个种类。由物资采购部门根据需求计划进行招标、询价等方式实施采购。公司

制定有物资采购管理制度及合格供应商名录。 

产品生产：航空产品主要采用研发式、合同订单和多方协议等方式组织产品生产。公司建立

有完善的科研生产指挥调度体系，利用信息化手段下达生产计划指令，并协调质量检验人员、工

艺人员、生产人员之间的协作配合，严格按照产品、技术、质量、进度要求落实产品研制与生产，

确保所承担科研生产任务保质保量并按时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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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7,900,673,657.61 9,672,325,992.10 85.07 8,436,431,73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239,886,062.19 5,112,759,580.15 2.49 4,964,263,609.19 

营业收入 7,214,281,276.61 5,068,597,571.87 42.33 4,419,722,06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1,408,174.16 132,610,972.65 14.17 82,868,17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587,357.49 31,868,435.35 33.63 7,208,12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0,649,908.69 -142,080,849.55 不适用 25,129,682.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93 2.64 

增加0.29个百

分点 
1.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11 0.1849 14.17 0.11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11 0.1849 14.17 0.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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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569,501.74 2,131,511,500.23 1,612,399,997.14 2,910,800,27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4,042,844.87 23,742,981.36 9,351,148.91 84,271,19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750,317.09 15,769,720.78 8,049,874.70 23,518,0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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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261,596.37 -57,001,268.26 25,161,354.87 205,228,225.7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0,3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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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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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13,883,294 43.77 0 无  

国有

法人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0 31,428,926 4.38 0 无  

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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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1,248 8,323,537 1.16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核心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6,148,824 6,148,824 0.86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576,161 4,869,001 0.68 0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

瑞信新金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3,939,681 3,939,681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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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148 3,812,652 0.53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222,085 3,222,085 0.45 0 未知  未知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01,455 3,101,455 0.43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626,500 2,626,500 0.37 0 未知  未知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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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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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1,428.13万元，同比增长 42.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140.82 万元，同比增长 14.1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4,258.74万元，同比增长 33.63%。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