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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4                         证券简称：中航电测                             公告编号：2018-029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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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航电测 股票代码 30011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纪刚 陈权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部大

道 166 号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部大

道 166 号 

电话 029-61807799 029-61807777 

电子信箱 jigang@zemic.com.cn chenquan@zemic.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01,324,214.59 586,194,401.73 1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918,648.32 70,900,433.88 2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9,332,931.87 68,248,618.47 30.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794,060.65 -39,784,663.65 12.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2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2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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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7% 5.17% 0.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200,679,114.43 2,211,444,983.27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0,817,732.85 1,456,730,723.58 4.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9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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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4% 295,615,183 0   

汉中一零一同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5% 21,540,727 0 质押 5,730,000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7% 21,100,152 0   

汉中一零一同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6% 13,929,214 0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9% 13,512,784 0   

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9% 13,512,783 0   

北京一零一航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12,917,179 0 质押 
12,913,27

9 

汉中一零一同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 12,527,828 0   

石家庄同鑫同利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10,523,700 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凡结构

化 3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6,711,5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汉航集团、洪都航空、中航科工和中航产业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同为航空工业；同心投资、同德投资、同力投资的合伙人均为

汉中一零一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和其他人员，存

在一致行动的可能性；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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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贯彻落实各项经营举措，聚焦主业发展方向，持续深化

改革创新，提升研发质量和效率，积极拓展新兴业务领域和市场，力推业务转型升级，公司核心竞争力显

著提升，行业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主营业务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实现明显增

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0,132.42万元，同比增长19.64%；实现利润总额11,615.51万元，同比

上升32.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91.86万元，同比上升28.23%。 

报告期内，公司年度重点工作的执行情况概述如下：     

（1）加强战略管控，引导业务单元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以“十三五”发展规划为牵引，加强总部与各经营单位的分工协作，围绕主要业务的发

展方向与重点产品，不断完善行业研究体系，积极跟踪研究与公司密切相关的宏观环境变化及行业发展态

势，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战略经营决策能力。同时，进一步优化经营计划和绩效考核体系，从发展速度、发

展质量、发展后劲、集团协同等多维度进行评价并与综合总体评价相结合，以解决各经营单位短板、瓶颈

问题，引导、促进各业务单元持续健康发展。报告期内，各主要经营单位保持良好发展，其中汉中一零一

外部环境不利影响逐步消除，相关业务正逐步恢复。 

（2）持续深化研发体系改革，提升研发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对接战略回顾，进一步梳理完善了产品和技术规划，优化规范研发过程管理，提升研

发质量和效率，建立完善两级公共技术平台和标准化体系。组织召开了2018年度科技大会，有针对性地组

织技术研发人员专业能力培训，提升相关人员的整体架构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智能驾培、机动车

污染遥感监测、车联网、无人零售等项目进展顺利，某重点型号应变计生产合格率稳步提升。 

（3）积极开拓新兴领域市场，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立足主营业务与核心技术，加大新兴领域市场开发力度，其中机

载电测类军品依托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驾驶舱控制分系统、直升机吊挂投放系统及武器装备重量重心测

量系统等相关项目均顺利推进，有力支撑了公司军品配套层级的提升和未来持续发展；应变电测与控制业

务在巩固传统市场地位的同时，深挖在健康、测试、智慧物流及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市场需求，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智能交通业务方面，安检智能信息化产品已与北方部分省市签署代理协议，新能源智能驾培项

目预计将在下半年逐步投放市场，将有望促进公司智能交通业务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 

（4）践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践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坚决落实军品生产交付的指令性保障要求，积极建立和

推行基于准时交付的均衡生产管理体系，全力保障重点型号任务按期完成，积极推进重点项目研发，提升

航空军品的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某型直升机吊挂投放系统与无人机吊挂投放系统两型产品设计方

案通过评审，取得主机所认可，为进一步确立公司直升机吊挂投放系统行业内专业化地位奠定了基础。围

绕新零售、智慧物流等新兴业务，以特型应变计项目、智能传感器为试点，深入研究现有产品的生产流程、

工艺，有力提升了生产线自动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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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深化组织能力改革，积极推行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践行“以贡献者为本”的价值理念，持续推动各系列岗位的职级体系优化，并以此

为基础，全面推进各系列岗位的薪酬体系改革，激活组织能力；大力推广绩效管理、RTC测评等成熟管理

工具，提升组织能力；积极推进首期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发核心骨干人员创业活力，充分调动高

级管理人员与骨干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以促

进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平稳快速提升。 

（6）推进信息化建设项目，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扩大ZOS项目实施范围，在传感器分厂进行某型号生产模块运行工作，完成了

基础数据的编制和录入，推进各个工序生产派工、流转、测试数据采集等在系统中的试运行。以“质量再

提升工程”为抓手，依托ZOS项目开发，部署开展内审和评价，建立适应性和操作性强的质量管理体系；推

动质量体系和研发体系紧密结合，引进和应用质量分析软件，解决瓶颈技术质量问题和缺陷，形成质量预

防机制，建立健全客户服务保障体系和机制，提高产品合格率与客户满意度。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

使用管理办法》（财企 2012〔16〕号）文件规定，公司拟将原提取安全生产费标准由以上年军品营业收

入为依据变更为分别以上年军品营业收入和民品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10

日在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发布的相关公告。2018年上半年，公司按照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计提

安全生产费用427.63万元，较去年同期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129.37万元增加298.26万元，未对当期损益产

生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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