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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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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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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05,421,64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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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发展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吴小兰

办公地址

福州市台江区五一南路 17 号工行五一支行 13 层

传真

0591-83296358

电话

0591-83283128

电子信箱

htfz@casic-addsino.com

000547

证券事务代表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航天发展是一家以电子信息科技为主业，致力于军用、民用产业领域的信息技术企业。2021年，公司不断深化“十四
五”规划论证，突出强军首责、聚焦主责主业，同时逐步萎缩低毛利率的民用船舶工程承接，为此主要业务方向由之前的五
大产业领域调整为数字蓝军与蓝军装备、新一代通信与指控装备、网络空间安全、微系统等四大产业领域。“十四五”将海
洋装备板块融入至蓝军板块中，以此充分发挥海洋装备平台作用，更好地服务于蓝军装备军用产业，促进蓝军装备产业向多
平台化、综合化全面发展。
1.数字蓝军与蓝军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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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军队实战化检验和实战化训练以及国防工业部门需求，以贴近实战的复杂电磁环境构建为牵引，夯实电子对抗、
数字仿真、电磁安防等业务基础，提供从作战推演到复杂电磁环境构设的整体解决方案，重点发展室内微波射频/光电复合
仿真试验系统、室外电子蓝军各类平台系统、靶标模拟系统和复杂电磁环境建设等领域，致力于提供先进的电子蓝军目标系
统、对抗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微波暗室环境设计、建设等系统解决方案；提供面向军用仿真等领域的系统平台，有效支撑作
战仿真等需求。
主要客户包括各军兵种、军工科研院所及相关行业单位，目前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各军兵种及相关领域。公司不断深入
构建在复杂电磁环境下集多功能、多场景于一体的电子蓝军装备体系，已成为国内电子蓝军装备系统骨干企业和主要设备供
应商。
2.新一代通信与指控装备
聚焦“新基建”、新一代通信及重点行业发展需求，依托“立足军网、深耕专网、拓展公网”的产业发展思路，以军网
信息通信、专网行业通信、公网物联通信等三大应用产业方向，着力于军事信息系统及关键设备的研制生产，巩固现有军用
通信系统基础，开发新一代军事信息装备系统、通信对抗技术、信息系统集成技术等，大力拓展军队和专网通信市场；作为
航天科工集团通信网络技术中心单位，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布局和航天科工集团新一代通信产业发展思路，积极推进新一代通
信产业布局，持续丰富并完善系统、网络、有线、无线、终端五大业务门类，深化IP交换机、微波接力机、网络电台、通信
软硬件测试保障及核心设备等技术产品的系列化建设。
主要客户包括各军兵种、军工科研院所、地方政府及矿山港口等相关行业单位。目前产品广泛应用于军事装备建设、
信息安全管控、应急通信、远程医疗及商业航天等领域，为国防通信事业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进一步巩固了国内军事信息
装备系统核心设备提供商的行业地位，形成了民用专网行业通信的产业布局。
3.网络空间安全
立足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以公安大数据及网络安全为产业发展着力点，专注于“数据感知与数据治理”的核心产
品打造，致力于构建安全、高效的服务体系，夯实网络安全、大数据服务、数据保护和容灾备份、等保测评、电子政务等领
域，主要产品涵盖了智能大数据平台、网络安全与信息技术装备等大数据产品族，数据备份与恢复、应用应急接管、副本数
据管理、一键还原、灾备云等数据安全产品族，公文管理、督查督办、信息报送、会议管理等电子政务产品族，提供大数据
及网络安全综合服务解决方案，打造切实保障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国家队。
主要客户包括中央和国务院各大部委及企事业单位，覆盖政府部门、军队系统、民航、交通、应急、教育、医疗卫生、
金融、电力、电信、能源等领域，已成为国内公安大数据及网络安全领域的骨干企业和主要设备供应商、国内信创产品重要
提供商。
4.微系统
聚焦微系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围绕复杂微系统、核心系统级芯片、三维电磁场仿真软件、微系统先进工艺等方向，
提供从芯片到复杂微系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支撑新一代电子系统设计、制造、集成和测试验证能力提升，实现航天装备、
卫星通讯、综合射频、物联网等业务领域全方位发展。主要产品涵盖了数模混合SOC、相控阵微阵列、天线一体化集成微系
统、微波组件、高端微波仪器、三维电磁仿真软件等。
主要客户包括国家部委、高校、科研院所和电子行业相关单位，目前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装备、卫星通信、物联网、
智慧城市等领域，已成为国内技术领先的微系统设计、集成、制造企业。
（二）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3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82%。蓝军装备市场快速发展，随着国防现代化建设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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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部队装备加快升级换代，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红蓝对抗实兵演练进一步加强，公司在内场仿真、有源靶标等领域占
据了市场优势地位，正逐步整合资源加强蓝军装备系统化、体系化发展，作为系统建设总成单位和蓝军装备系统主要供应商，
为实战化检验和训练积极提供试验及保障条件,年内签订多项大额合同，并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任务，成为业绩驱动的主要
因素。在新一代通信和指控装备领域，把握部队信息化建设和新一代通信技术应用的机遇期，公司业务稳步提升，装备统型
等项目有效实施，夯实了在战术通信领域的优势地位，为保障业绩提供了有效支撑。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随着公安部大数
据智能化规划的落地实施，信创行业市场快速增长以及客户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公司积极发挥在公安大数据、
数据容灾备份、政务安全领域技术及应用优势，抢占市场先机，加快产品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效。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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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4,436,047,708.57

4,039,258,215.89

9.82%

3,515,797,45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7,848,471.16

675,265,452.73

19.63%

448,256,76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3,885,316.19

596,512,953.60

26.38%

404,470,745.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807,989.27

38,795,781.07

402.14%

186,702,510.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42

19.05%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42

19.05%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4%

9.05%

上升 0.89 个百分点

7.70%

2020 年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12,435,488,442.32

10,860,990,353.25

14.50%

9,327,666,176.88

8,429,325,554.85

7,821,661,708.95

7.77%

6,868,205,183.8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67,875,868.31

1,163,721,192.81

946,099,071.22

1,558,351,57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125,818.97

189,102,415.33

105,923,348.78

389,696,88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543,433.03

174,446,601.67

83,705,370.12

372,189,911.37

-256,391,696.44

-341,779,785.63

37,850,993.67

755,128,47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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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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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72,261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25,762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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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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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究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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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61,518,2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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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其他
产品

2.45%

39,290,639

0

天风证券－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天时
其他
领航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7%

25,162,69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5%

18,436,308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其他
产品

1.11%

17,847,601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军工交易型
其他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2%

16,384,485

0

境外法人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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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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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161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21,518,049 股，合计持有 61,518,2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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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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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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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经济指标较大增长，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面对新冠疫情、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公司坚决贯彻落实证监会关于
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要求，以“提质增效”为工作主题，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统筹经营发展各项重点工作，把握机遇，应对
挑战，打好“三大攻坚战”，不断提升协同发展水平和产业化能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发展新动能。
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44.36亿元，同比增长9.82%；净利润8.73亿元，同比增长20.84%。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81.77%，成本费用利润率26.36%，较上年分别优化2.07和2.93个百分点。
（二）主业持续深耕拓展，行业影响力不断提升
1.数字蓝军与蓝军装备
蓝军业务快速推进，高质量完成装备生产交付及训练保障任务，内场仿真、有源靶标等领域市场优势地位持续巩固；
仿真业务加快实现技术升级，行业应用不断深入；微波暗室业务平稳发展，整体解决方案能力持续增强；蓝军装备平台化、
体系化不断加强，形成综合解决方案能力，行业影响力快速提升。
2.新一代通信与指控装备
通信指控业务平稳发展，完成指控通信设备生产交装任务，持续推动各领域业务拓展，完成专网通信等系统批产，开
展规模化推广应用；完成航天新通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实现新一代通信产业布局落地，开展新一代通信技术研发与产业规划，
围绕“研发+制造+应用”推动产业链拓展与融合，积极开展5G相关产品研发及市场拓展。
3.网络空间安全
以公安大数据为网络空间安全产业发展着力点，进一步巩固公安大数据及网络安全行业领先地位。信创产业快速发展，
围绕电子政务、数据容灾备份业务，中标国内多个大型信创项目；智能文件交换行业市场占有率超70%；数据容灾备份产品
进入多个国内顶级云服务商合作产品序列；持续推动等级保护测评行业能力建设，实现业务快速拓展。入选工信部工业互联
网试点示范名单和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名单。
4.微系统
微系统业务深入发展，重点围绕复杂微系统、核心系统级芯片、关键设计仿真软件和核心工艺能力四大发展方向，持
续推动技术研发及产业融合，形成了以数模混合SOC、相控阵微阵列为代表的一体化设计集成能力；积极开展国家级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申报，实现了多项立项批复，重点项目取得突破。
（三）完成重点产业布局落地，推进“吐故纳新”取得实效
公司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拓展并重，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资源整合优势，多措并举开展资本运营，围绕主业发展战
略布局，创新运作模式及激励机制，整合内外部优势资源，推动资本（资产）结构调整与优化。
1.推进战略布局落地，做强做优新一代通信产业。联合先进通信领域的技术及管理高端团队，携手战略合作方，完成
出资新设航天新通科技有限公司，围绕“立足军网、深耕专网、拓展公网”产业发展思路，采用“高端研发机构+通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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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生态圈”的发展模式，聚焦“核心网+承载网+接入网”基础技术及关键产品，实现在产业链、价值链核心环节的布局
和发展。
2.强化领域板块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子集群论证实施。深入开展产业论证，明确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的战略定位、发
展思路和设立方案，大力推动重点收并购项目，多措并举推进网络空间安全产业布局；初步完成蓝军装备研究院方案论证，
完成内部产业优化整合，与拟落地政府就相关政策达成共识。
3.聚焦战略主责主业，主动推进存量非核心资产剥离。持续推进部分民品业务剥离工作，推动金美电子、汽车电子等
民品业务股权转让取得实质性进展。
4.强化公司治理管控，提升信息披露及投后管控质量。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三会一层”高效合规运行；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优化所属公司治理结构和管控模式，做好“统融拓”
和“帮导扶”。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数字蓝军与蓝军装备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1,881,563,337.90 529,791,737.52 46.48%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19.96%

52.33%

1.90%

海洋信息装备产品

939,916,663.04

45,795,550.77 14.82%

-6.45%

15.55%

-0.28%

新一代通信与指控装备产
品

879,382,575.21 129,536,772.15 39.42%

4.83%

44.00%

3.7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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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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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4
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
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
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
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
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
的区分、预收款项等。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公
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
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公司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期不存在应披露的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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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投资设立1家控股子公司航天新通科技有限公司，航天发展持股比例为66.84%。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兆勇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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