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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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卫星 60011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万银娟 徐红梅 

电话 010-68118118（总机） 010-68118118（总机）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1号神舟

科技大厦12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1

号神舟科技大厦12层 

电子信箱 600118@spacesat.com.cn 600118@spacesa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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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70,999,867.73 11,630,379,537.46 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820,398,211.56 5,727,361,234.25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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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25,017.23 -367,145,433.06 129.29 

营业收入 2,732,718,107.13 3,139,054,294.42 -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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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9,248,752.25 189,361,871.69 -2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1,081,308.89 177,831,796.19 -2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60 3.42 减少0.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6 -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6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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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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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国有法

人 
51.46 608,541,17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55 18,348,282 0 未知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08 12,732,484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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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 10,208,98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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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 8,318,655 0 未知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0.63 7,450,200 0 未知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军工龙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2 7,292,964 0 未知 0 

程伊文 未知 0.36 4,279,400 0 未知 0 

郑家晨 未知 0.30 3,555,009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未知 0.29 3,399,923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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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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

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持续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和压力。 

公司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繁重艰巨的各项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百

户科技型企业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专项行动”要求，坚持主业归核聚焦，持续深化

改革创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以高质量发展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开展。报告期内，受

市场环境和疫情的综合影响，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73,271.8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24.8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1.18%。 

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产业发展环境和市场竞争形势变化，努力克服疫情产生的不利影响，

公司宇航制造和卫星应用两大板块业务有序开展。 

1.宇航制造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国内小卫星制造领域主导地位。宇航型号任务方面，上半年成功发

射 4 颗卫星，其中海洋一号 D 卫星是我国海洋水色系列卫星的第四颗卫星，和当前服役的海洋一

号 C 卫星组成我国首个海洋民用卫星星座，将为我国近海海域与海岛海岸带资源环境调查、海洋

防灾减灾、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海洋生态预警与环境保护提供数据服务；环境减灾二号等在研

型号顺利推进，近百颗在轨卫星稳定运行。宇航部组件方面，导航接收机等宇航单机配套产品按

计划交付，有力保障了型号任务；交付各类空间电池片 20.5 万片，保障了多个空间工程型号用单

体太阳电池的生产任务需求；交付钛合金等高端紧固件产品 527.8 万件，完成了航空航天领域多

项研制生产试验任务。 

2.卫星应用业务 

 (1)系统集成与产品制造 

卫星通信：信息链批生产任务按计划推进，继续保持信息链领域的优势地位；车船载“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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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产品按计划完成生产、交付，并获得持续订货；成功中标高通量网络技术项目、信关站 Ka

频段天线射频及配套设备等项目；获得某船载卫星通信终端采购合同；完成渔船 Anovo 卫星通信

终端装船测试；为应急管理部提供高通量卫星通信终端用于业务测试，参与多省应急指挥通信系

统演练。 

卫星导航：卫星定位接收机批生产任务获得年度订单，多型导航产品按计划开展研制；民航

北斗机载终端设备完成部分批次正样产品研制及天线试验，并完成适航取证设计文件审批及产品

挂签；基于北斗时空基准服务的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平台项目完成合同签定并按计划开展。 

卫星遥感：完成埃塞俄比亚宽幅多光谱遥感微小卫星地面系统项目交付验收；完成巴基斯坦

硬件采购、援助乌拉圭气象机动站合同签约；祁连山区高分遥感数据一站式服务平台项目按计划

开展；火星数据预处理工程化软件项目完成用户初步验收。 

 (2)卫星综合应用与服务 

卫星综合应用：埃及二号卫星地面应用系统项目等 16 套地面应用系统研制工作顺利开展；完

成某测控指挥中心研制合同签约；成功中标国家气象局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系统集成等项目；国家

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十三五”陆地观测卫星地面系统建设项目数据接收系统北极站、丽江站完成子

系统方案软件需求及设计等评审。 

无人机系统集成与服务：云南电网高性能大型无人直升机巡检系统按计划推进；无人值守系

统产品实现批量生产；完成森林防火会议系统建设合同签约。 

卫星地面运营与服务：完成 184 套广播电视节目总计 69.98 万小时传输，完成了“元旦”、“春

节”、“两会”等重要保障期的安全播出工作，安全播出率达到 99.9999%。 

(3)智慧城市 

城市管理信息化：智慧城管平台项目、城市发展规划管理系统四期项目等按计划开展；推动

河长制信息平台服务项目在江西多地区落地。 

工业（企业）信息化：某地政法网格数据项目和综合指挥数据项目、某监狱二期数据项目稳

步推进。 

智慧健康：某医院数字一体化手术室项目顺利验收结项；完成互联网医院初版产品的研发；

某医院医学影像、银医互联等项目完成合同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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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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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调整。 

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

满足一定条件时，公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

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

价格计量收入。  

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

质量保证、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区分等。  

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

为合同资产列示。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公司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 年 1 月 1 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公司将与销售商品

及提供劳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

的收取对价的权利计入合同资产或其他

非流动资产；将与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

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774,285,454.63 

存货 175,968,000.00 

合同资产 553,221,859.82 

其他流动资产 1,268,154.81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1,618.66 

预收款项 -285,707,090.05 

合同负债 329,614,389.31 

应交税费 -11,939,663.63 

未分配利润 -76,506,6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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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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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页）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洪太 

                                                        2020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