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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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王永庆 公务原因 刘志敏 

独立董事 张云龙 公务原因 宋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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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劵交易所 中航沈飞 600760 中航黑豹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预 耿春明 

电话 024-86598850 024-86598851 

办公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1号 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1号 

电子信箱 sac600760@163.com sac600760@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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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4,959,145.84 29,223,855,417.98 -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9,539,676,437.58 8,688,133,452.58 9.80 



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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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172,408.56 -4,447,705,703.62   

营业收入 11,586,910,127.87 11,284,748,066.14 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48,585,960.19 430,594,228.28 9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58,449,155.05 410,682,903.90 11.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11 5.33 增加3.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1 0.31 96.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1 0.31 9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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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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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70.04 980,776,269 980,767,133 无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3 53,576,997 0 未知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 25,000,0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03 14,447,380 0 未知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1,952,705 11,952,705 无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9 10,996,441 0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1 9,999,826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0.67 9,400,182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6 9,174,09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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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52 7,254,17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均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企业。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构成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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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入贯彻航空工业集团战略和工作会精神，牢牢抓住“又好又快产品实

现”主线，持续强化经营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生产管理、供应链管理五种能力，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科研生产工作，确保符合客户合同履约要求、上市公司发展要求和集团公司考核要

求，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58,691.01万元，同比增长 2.68%；

实现净利润 84,913.14 万元，同比增长 96.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858.60万

元，同比增长 97.07%。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有序推进战略规划管理，组织开展了“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持续完善计划体系，抗疫复

工“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围绕核心技术和瓶颈问题开展基础研究与技

术攻关；深入推进质量提升工程，实物质量持续向好；加强信息化建设及“两化”融合，扎实推

进运营管控中心建设；打造优质的供应链体系，持续提升供应链管理能力；科学实施条件建设工

作，按计划推进生产和研保条件建设。 

持续深化 AOS 运营管理，推进管理制度与流程匹配工作；强化人力资源管理，推进“员工能

进能出”管理机制和“1233”员工管理工程，畅通员工职业成长通道；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强化

全面预算管理，狠抓降本增效；推进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引导资本市场形成合



理预期；夯实党建工作基础，圆满完成公司党委换届，为公司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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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

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号），并要求境内上市企

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公司按新收入

准则的要求列报，不对比较期财务报表追溯

调整。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

准则。 

详见下表 

 

单位：元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年 1月 1日） 

存货 -2,069,514,212.42 

其他流动资产 -32,076,716.70 

预收款项 -7,144,766,993.38 

合同负债 4,838,821,035.38 

应交税费 3,388,045.14 

未分配利润 200,966,983.74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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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准则。新收入准则引

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新收入准则要求首

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年 1月 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进行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公司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

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 

在新收入准则实施前，公司航空产品收入确认时点为根据相应的合同约定，取得验收单或者

完成工作确认证明及开具具有收款权利的票据时确认收入；其他产品在产品交付并取得收款权利

时确认收入。在新收入准则实施后，公司对履约义务实现方式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的，

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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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