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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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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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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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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姿 工作原因 颜建兴 

董事 贾大风 工作原因 颜建兴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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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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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45,986,116.36元，减去当年

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63,899,702.62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082,086,413.74元。 

母公司2020年年初未分配利润1,581,980,347.24元，当年实现净利润638,997,026.18元，减去当

年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和当年分配股利等因素，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1,833,100,070.00元。 

按照《公司章程》的利润分配政策，结合持续发展需要，公司2020年度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30元（含税），总计346,527,250.94元。利润分配额占当年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30.24%，占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18.90%。 

母公司2020年年初资本公积21,246,209,555.96元，本期增加8,244,273,939.34元，期末余额

29,490,483,495.30元。本年度不送股也不转增股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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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发动力 600893 中航动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洪雷 李俊良 

办公地址 
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中国航发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 

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中国

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29-86152009 029-86152008 

电子信箱 HKDL2008@XAE.AECC.CN HKDL2008@XAE.AECC.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分为三类：航空发动机及衍生产品、外贸出口转包业务、非航空产品及其他

业务。主要产品和服务有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整机、部件，维修保障服务以及航空发动机零部

件出口转包等。公司产品用途：为航空器、舰船提供动力。 

公司经营模式为多元化经营，坚持聚焦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主业，面向军用、民用两大市

场。从产业链所处位置看，航空发动机及衍生产品覆盖全产业链，包括研制、生产、试验、销售、

维修保障五大环节；外贸出口转包业务处于产业链中游，以生产制造为主，参与国际部分新型民

用航空发动机零部件试制工作。为应对国际航空业衰退风险，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逐步拓展国内民

用飞机动力市场。从实现价值的方式看，公司为差异化模式，以全谱系航空发动机产品和全生命

周期研发制造及维修服务保障服务为特色。 

2.报告期内行业情况 

公司是国内唯一能够研制涡喷、涡扇、涡轴、涡桨、活塞等全谱系军用航空发动机的企业及

航空动力整体上市唯一平台。在国际上，公司是能够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产品的少数企业之一。 

从行业情况看，全球能够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只有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

等少数国家。航空发动机是一国科技水平、工业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由于航空发动机的

高技术和高经济价值，始终是世界主要强国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从全球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新

理念、新技术、新材料不断验证与应用，正在带动航空发动机向更高代次提升。就国内而言，航

空发动机产业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对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是我国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公司拥有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研制技术、能力、经验、数据积累以及

完备的产品谱系，是国内领先的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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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64,352,332,318.09 63,115,020,067.35 1.96 53,504,042,116.58 

营业收入 28,632,622,738.15 25,210,496,276.80 13.57 23,102,024,80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45,986,116.36 1,077,406,923.30 6.37 1,063,909,43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2,259,507.15 781,249,851.05 11.65 718,537,93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6,100,180,750.54 28,689,952,490.69 25.83 26,429,184,784.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608,613,107.59 5,094,462,087.14 -29.17 1,209,765,894.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48 2.08 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48 2.08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 3.97 
减少0.25个 

百分点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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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1,943,113.41 5,741,532,178.80 6,274,123,293.99 13,165,024,15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6,232,055.23 322,256,640.29 225,033,068.95 512,464,35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2,576,581.73 244,790,148.33 222,731,502.19 342,161,27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46,050,658.41 -3,710,839,362.25 -3,910,317,925.24 12,775,821,053.4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7,3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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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

公司 
0 596,635,147 22.3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97,079,376 447,863,581 16.80 237,792,321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1,113,700 223,999,417 8.40 0 无 0 
国有 

法人 

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

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98,065,547 98,065,547 3.68 98,065,547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48,990,163 55,100,407 2.07 48,990,163 无 0 

国有 

法人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9,032,772 49,032,772 1.84 49,032,772 无 0 
国有 

法人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 
49,032,772 49,032,772 1.84 49,032,772 无 0 

国有 

法人 



深圳市鑫麦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9,032,772 49,032,772 1.84 49,032,772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

有限公司 
0 39,050,587 1.46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94,645 35,312,205 1.32 0 无 0 
境外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西航公司、黎阳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共同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航发。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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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632,622,738.15 元，同比增长 13.57%，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28,265,525,306.12元，同比增长 13.45%，其他业务收入 367,097,432.03元，同比增长 24.43%。

公司主营业务三大板块中，航空发动机及衍生产品实现收入 26,163,254,478.17 元，同比增长

18.79%；外贸出口实现收入 1,509,370,493.98 元，同比减少 41.41%；非航空产品及服务业实现

收入 592,900,333.97 元，同比增长 88.32%。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1,145,986,116.36

元，同比增长 6.3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9 户，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净减少 2 户，分别

为：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贵州黎阳国际制造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