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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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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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胡梅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龙舒婷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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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95,600,205.74

420,319,631.78

17.91%

19,034,250.74

5,215,368.79

264.96%

18,278,905.50

4,263,466.29

328.73%

-1,405,839.93

-71,475,055.05

98.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0.08%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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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2,792,697.58

8,802,879,003.96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35,286,793.06

6,614,570,326.12

0.3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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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34,8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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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1,677,231.46
-728,713.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625.3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6,905.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92,516.06
755,34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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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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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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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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8,419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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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国有法人

21.83% 206,480,242

0

台州市金投航天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79% 149,400,000

0

邵奕兴

境内自然人

5.58%

52,830,598

51,068,398

其他

2.73%

25,822,395

0

其他

2.06%

19,512,814

0

罗培栋

境内自然人

1.53%

14,460,466

10,360,465

冯江平

境内自然人

1.35%

12,800,215

0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

10,613,981

0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

10,613,981

0

1.11%

10,465,572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军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低碳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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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资基金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206,480,242 人民币普通股

206,480,242

台州市金投航天有限公司

149,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400,000

25,822,395 人民币普通股

25,822,395

19,512,814 人民币普通股

19,512,814

冯江平

12,800,215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215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10,613,981 人民币普通股

10,613,98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军工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低碳新经济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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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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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祥贵

10,613,981 人民币普通股

10,613,981

10,465,572 人民币普通股

10,465,572

10,18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81,600

7,714,352 人民币普通股

7,714,352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全资控股台州市金投航天有限公司，中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东邵奕兴为冯江平外甥；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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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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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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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科目
预付款项

本期金额

投资性房地产
使用权资产
短期借款

63.15% 主要是本期预付采购款增加。

83,415,415.08 198,591,483.52

-58.00% 主要是本期收回土地收储款。

282,550,029.46 160,569,410.15
10,162,066.99

-

140,000,000.00 200,000,000.00

预收款项

3,790,620.33

2,261,942.77

应付职工薪酬

32,839,088.67

66,721,349.21

其他流动负债

1,246,457.23

1,988,772.49

长期借款

32,661,733.22

81,203,916.22

租赁负债

7,344,283.98

-

利润表科目
税金及附加

变动原因

79,300,603.13

129,380,234.00

其他应收款

上年期末金额 变动幅度

本期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75.97% 主要是本期新增对外出租的房屋。
100.00% 主要是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30.00% 主要是本期偿还短期借款。
67.58% 主要是本期预收房屋租金增加。
-50.78% 主要是本期支付薪酬及年终奖金。
-37.33% 主要是本期合同负债减少导致对应销项税额减少。
-59.78% 主要是本期偿还长期借款。
100.00% 主要是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主要是本期新材料业务收入较上年增加对应附加税增

4,096,506.14

2,267,757.51

80.64%

财务费用

-1,648,437.32

-2,641,954.03

37.61%

投资收益

-1,203,603.91

-171,770.85 -600.70% 主要是本期确认债务重组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3,739,247.19

- -100.00% 主要是本期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信用减值损失

-6,456,115.78

资产处置收益

230,474.71

-

27,980,080.09

14,726,590.01

营业外收入

20,100.02

251,772.12

-92.02%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补贴款减少。

营业外支出

164,324.81

597,038.66

-72.48% 主要是本期对外捐赠支出减少。

利润总额

27,835,855.30

14,381,323.47

93.56%

净利润

22,828,835.78

9,184,819.07

148.55%

营业利润

加。
主要是本期汇兑收益减少、借款减少利息费用减少综
合影响。

919,696.98 -801.98% 主要是本期新材料业务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增加。
100.00% 主要是本期处置、报废零星固定资产。
主要是上期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同时一季度新材料
90.00%

行业持续景气。

主要是上期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同时一季度新材料
行业持续景气。
主要是上期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同时一季度新材料

现金流量表科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5,839.93

-71,475,055.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787,312.65

-32,008,800.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659,133.45 -202,949,207.32

变动幅度

行业持续景气。
变动原因

98.03% 主要是本期无人机业务回款增加。
399.25% 主要是本期收到土地收储款。
37.59% 主要是本期偿还债务现金净流出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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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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聚焦主业发展，拟向包括航天投资、国华基金和国创基金在内的不超过35名符合证
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1,070.00万元，发行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不超过
发行前总股本的30%。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已获得航天科技集团的批准，通过国防科工局的军工事项审查；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已上报中国证监会，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要求，于2021年3月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落实有关事项后已完成反馈意见回复并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相关公告已于2021年1
月13日、2月26日、3月15日、3月2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2．公司于2021年2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锂电池隔膜生产线相关资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2条锂电池隔膜生产线。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以评估价值17,214.11万元为底价，
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开挂牌结果为准。《关于处置锂电池隔膜生产线相关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已于2021年2
月6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3．公司于2021年3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无人机业务内部整合暨调整公司组
织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无人机业务整合和组织机构调整。将航天彩虹的研发相关业务整合至全资子公司彩虹无人机
科技有限公司，将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的国际业务、民用业务整合至航天彩虹，并相应进行公司组织机构调整。《关于
公司无人机业务内部整合暨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已于2021年3月15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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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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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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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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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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