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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8       证券简称：中航飞机       公告编号：2019-043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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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吴志鹏 董事 因公出差 李广兴 

李守泽 董事 因公出差 李广兴 

罗继德 董事 因公出差 王广亚 

李万强 董事 因公出差 周  凯 

杨秀云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李玉萍 

杨为乔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杨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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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 00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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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和潮 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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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 

电话 029-86847885 029-86847070 

电子信箱 chenhc@avic.com gongl@avi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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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8,335,005.19 13,272,179,919.58 1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4,282,848.22 162,461,649.49 3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8,369,055.86 161,439,109.05 -8.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646,176,476.29 -1,557,687,576.68 -134.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0 0.0587 37.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0 0.0587 3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1.04%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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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68,610,013.93 47,897,482,028.64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195,324,310.52 16,048,011,807.74 0.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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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18% 1,057,055,754 0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9% 210,136,566 0 质押 70,000,000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7.07% 195,688,961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6% 93,108,4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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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 74,44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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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28% 35,522,842 0   

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33,10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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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13% 31,194,12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96% 26,520,400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0.83% 22,962,11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同

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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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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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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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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坚决落实董事会各项工作部署，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多维度找准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 

上半年，公司精益工厂建设按技术路径和推进路径有序实施，完成了最后一期精益单元

建设方案的发布，精益单元建设正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精益工厂建设对产品进度、质量方

面的促进和提升效果已经开始显化。开展了体系审计、“快响中心”问题处理，外部体系验证

评估等工作，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识别需求变化，持续进行体系完善；开展重点业务领域

合规改进，开展安全管理专项检查，通过开展专项管理诊断及业务流程优化工作，持续推进

体系优化。多系统、多要素、多工具融合的AOS管理体系建设实践成为行业内外标杆，经过

持续优化提炼，已经成为行业及国内该管理业务领域优秀案例和理论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6.88亿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加10.67%；实现利润总额

26,895.96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加74.40%；实现净利润22,030.68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

加103.87%；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22,428.28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加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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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3 月 1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8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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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文件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上

述文件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

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

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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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减少2户并表企业。西飞民机公司因增资扩股，董事会进行

了改组；沈飞民机公司因调整管理关系，董事会进行了改组，本公司不再将西飞民机公司、

沈飞民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在丧失控制权日，按照其公允

价值确认相关投资利得。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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