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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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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兆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东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吕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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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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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615,387,022.67 10,860,990,353.25 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8,031,800,065.16 7,821,661,708.95 2.6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46,099,071.22 10.04% 2,877,696,132.34 2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05,923,348.78 24.37% 418,151,583.08 3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3,705,370.12 1.59% 381,695,404.82 3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37,850,993.67 125.38% -560,320,488.40 40.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40.00% 0.26 36.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40.00% 0.26 36.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 上升 0.07 个百分点 5.25% 上升 1.03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66,861.3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504,656.5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465,2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5,3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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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87,545.46  

疫情期间社保减免 31,542,941.06  

减：所得税影响额 9,879,694.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45,963.64  

合计 36,456,178.2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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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43% 151,453,634 144,375,298   

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中国长峰

机电技术研究设计院） 
国有法人 7.23% 116,146,578 116,146,578   

南京康海航空航天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6% 61,918,210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0% 59,347,882 59,257,882   

南京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1% 53,095,578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2.32% 37,1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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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21,27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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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9,378,29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1.11% 17,84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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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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16,919,27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京康海航空航天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918,210 人民币普通股 61,918,210 

南京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3,095,578 人民币普通股 53,095,578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37,190,708 人民币普通股 37,1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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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75,958 人民币普通股 21,27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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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8,298 人民币普通股 19,378,29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7,847,601 人民币普通股 17,84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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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9,274 人民币普通股 16,919,27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均衡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5,641,668 人民币普通股 15,641,66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614,084 人民币普通股 15,614,08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199,049 人民币普通股 15,199,0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防御

技术研究院、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南京康海航空航天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100,161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21,818,049 股，合计持有 61,918,21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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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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727,164,993.88 1,687,863,374.98 -56.92% 主要由于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所致。 

应收票据 247,476,011.84 541,218,734.25 -54.27% 主要由于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收回。 

应收账款 2,563,818,112.34 1,532,570,540.80 67.29% 

主要由于收入增长及销售回款周期

特点，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较大所

致。 

预付款项 547,130,848.80 252,645,533.81 116.56% 主要由于业务订单量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170,990,527.85 22,893,026.71 646.91% 

主要由于执行新收入准则，部分尚未

达到结算条件的款项划分至合同资

产。 

在建工程 53,799,482.66 15,844,074.37 239.56% 
主要由于在建工程按计划建设投入

所致。 

开发支出 144,505,525.39 96,743,844.40 49.37% 
主要由于项目研发资本化项目金额

有所上升。 

长期待摊费用 6,654,310.49 2,638,849.83 152.17% 主要由于增加房屋装修改良支出。 

短期借款 467,000,000.00 722,541,162.68 -35.37% 主要是短期借款到期偿还。 

应付账款 1,607,753,250.55 1,076,944,238.34 49.29% 
主要由于物料采购和劳务支出有所

增加。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877,696,132.34 2,351,703,643.97 22.37% 

主要由于防务装备、装备制造产业收

入增长及适用新收入准则调整期初

影响。 

营业成本 1,880,491,417.64 1,466,258,324.25 28.25% 
主要由于收入增加，成本随之增加及

适用新收入准则调整期初影响。 

投资收益 2,348,339.66 27,663,861.79 -91.51% 
主要由于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确

认有所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465,200.00 6,514,800.00 -31.46% 
主要由于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有所降低影响。 

资产处置收益 6,056.07 47,242.72 -87.18% 
主要由于固定资产处置收益较上期

有所减少。 

营业外收入 668,351.50 3,592,514.81 -81.40% 
主要为废品收入、赔款等，上期主要

为保理利息手续费冲回等。 

所得税费用 43,730,462.91 29,959,844.70 45.96% 主要由于利润总额增长影响。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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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60,320,488.40 -938,236,488.83 40.28% 

主要由于防务装备产业销售商品回

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680,948.24 -265,494,227.47 119.84%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对I公司、网信公

司等股权投资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8,711,627.69 176,541,987.51 -257.87% 

主要由于偿还借款以及分配股利所

致，上年同期由于航天科工对公司实

施定增等影响。 

备注：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是以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后的2020年1月1日期初数据进行比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

投资

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

账面

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

外股

票 

00077

6 

广发

证券 

3,090,

137.6

6 

公允

价值

计量 

111,0

44,40

0.00 

4,465,

200.0

0 

112,4

19,46

2.34 

0.00 0.00 

2,562,

000.0

0 

115,5

09,60

0.00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合计 
3,090,

137.6
-- 

111,0

44,40

4,465,

200.0

112,4

19,46
0.00 0.00 

2,562,

000.0

115,5

09,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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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00 0 2.34 0 0.00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无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无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2011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1.汽车电子系统项目已经终止。 

2.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变更前）已经变更，调整前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6,018万元，调整后投资总额

1,734.71万元，截止2020年三季度末，该项目累计投入1,734.71万元，投资进度完成率为100%。 

3.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变更后） 已经终止。  

4.无刷同步发电机项目尚在建设中，承诺投资总额5,000万元，截止2020年三季度末，该项目累计投入5,000万元，投

资进度完成率为100%。 

5.配套用地和厂房建设项目已经终止，调整前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4,872万元，调整后投资总额1,862.59万元，截止2020

年三季度末，该项目累计投入1,862.59万元，投资进度完成率为100%。 

6.收购仿真公司股权项目尚在建设中，承诺投资总额35,105.21万元，截止2020年三季度末，该项目累计投入33,505.98 

万元，投资进度完成率为95.44%。 

7.投资设立恒容电磁公司项目已经终止，根据2018 年12月28日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目终止并出售

全部51%股权，将股权转让款用于永久补流。   

8.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根据2018年12月28日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

资金项目永久补充流动资金16,400.00万元，截止2020年三季度末，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6,400.00万元。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3,566.41万元，全部存放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1.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项目已经终止，调整前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5,000万元，根据2018年12月28日公司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目终止使用募集资金实施，剩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军民两用飞行训练模拟器研发项目已经终止，调整前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12,000万元，根据2018年12月28日公司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目终止使用募集资金实施，剩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先进的空中和海上靶标研发项目已经结项，调整前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18,000万元，调整后投资总额为10,925.75

万元，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该项目累计投入10,800.75万元，投资进度完成率为98.86%。  

4.先进的半实物仿真系统能力提升项目已经结项，调整前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19,000万元，调整后投资总额为

4,059.95万元，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该项目累计投入4,059.95万元，投资进度完成率为100%。  

5.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根据2018年12月28日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 年配套募集资金部分募投

项目终止和结项，并将剩余和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止2020年三季度末，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40,498.65万元。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128.17万元，全部存放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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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1.面向云计算和大数据的自主可信备份容灾系统项目尚在建设中，调整前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40,500.00万元，调整

后投资总额为14,512.73 万元。截止2020年三季度末，该项目尚未进行投入。 

2.面向信息安全的运营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尚在建设中，调整前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36,000.00万元，调整后投资总

额为12,900.20 万元。截止2020年三季度末，该项目尚未进行投入。 

3.中介机构相关费用，调整前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3,500.00万元，调整后该项目投资总额为2,587.07万元。截止2020

年三季度末，该项目累计投入2,587.07万元，投资进度完成率为100%。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27,462.14万元，全部存放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0 年 

5 月 2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南方基金、

淡水泉投资等机构 

公司全年业绩及

发展规划等 

刊登于深交所互动

易

（http://irm.cninfo.co

m.cn）《2020 年 5 月

25 日投资者关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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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记录表》 

2020 年 

09 月 03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银河证券、东兴证券、

工银瑞信、中再资产、

国寿安保基金、大牛

投资、光大证券、明

达资产、博恩资产、

志开投资、会利投资、

乐正资本、太平洋证

券等机构。 

公司全年业绩、

电子蓝军行业竞

争优势，收购江

苏大洋的考虑以

及网络安全业务

协同及发展规划

等。 

刊登于深交所互动

易

（http://irm.cninfo.co

m.cn）《2020 年 9 月

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20 年 

1 月-9 月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基本情况、

业务发展等投资

者关心问题。 

无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兆勇 

                                                                    2020 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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