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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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泽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元雄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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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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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9,451,844.03 3,363,712,995.67 4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92,434,070.21 1,553,232,290.55 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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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345,385.95 7.09% 1,689,718,813.94 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444,744.24 8.47% 172,862,673.24 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2,509,132.22 7.92% 170,713,444.30 12.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4,427,009.73 110.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69 -5.98% 0.3899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69 -5.98% 0.3899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3% -1.51% 7.9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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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6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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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2,545.20  

债务重组损益 14,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58,710.6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2,534.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43,815.42  

合计 2,149,228.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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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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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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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57% 192,681,823 192,681,823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8% 48,561,149 0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 15,742,962 0 质押 7,500,0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2.62% 12,160,953 12,160,95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领

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 10,072,296 5,070,790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国有法人 2.17% 10,052,980 0   

中国民生银行－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9,060,778 4,259,463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13C-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7,126,229 7,126,229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8% 6,408,536 5,216,09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国有法人 1.37% 6,368,579 6,36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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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8,561,149 人民币普通股 48,561,149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742,962 人民币普通股 15,742,962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10,052,980 人民币普通股 10,052,98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033,162 人民币普通股 5,033,16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1,506 人民币普通股 5,001,506 

中国民生银行－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01,315 人民币普通股 4,801,315 

交通银行－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4,614,209 人民币普通股 4,614,209 

交通银行－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4,422,450 人民币普通股 4,422,450 

中国银行－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29,007 人民币普通股 2,429,007 

中国工商银行－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09,895 人民币普通股 2,209,8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流通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中，中航科工为实

际控制人中航工业所属公司，空导院由中航工业管理；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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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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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475,945.18 万元，较年初 336,371.30 万元增长 41.19%，主要为公司 2013 年 2 月和 3 月分别完成非

公开发行股票和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使得资产规模增加，同时应收账款和经营积累增加所致；年初至报告期，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168,971.88 万元，较上年同期 160,340.51 万元增长 5.38%；实现净利润 17,567.37 万元，较上年同期 15,818.48

万元增长 11.06%。主要报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如下：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变动原因及说明 

总资产 4,759,451,844.03 3,363,712,995.67 4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492,434,070.21 1,553,232,290.55 60.47% 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东权益增加 

应收账款 1,320,492,166.78 920,849,546.45 43.40% 
收入规模扩大导致应收款增加，同时军品应收款项

尚未到集中回款期 

预付款项 61,712,205.49 39,072,143.33 57.94% 
主要为光电技术产业基地项目及子公司国拨基建

项目预付设备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300,259,050.00 2,893,682.29 10276.37% 
主要为报告期购买交通银行理财产品报表列示在

该项目 

在建工程 325,454,077.18 182,091,364.50 78.73% 主要为光电技术产业基地项目推进所致 

应付利息 29,504,768.49 3,811,545.07 674.09% 主要为计提企业债券利息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427,009.73 -135,918,718.20 110.61% 

主要为消化前期库存导致材料采购付款减少，同时

承兑汇票保证金减少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中航科工 
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 
2009 年 11 月 06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未来中航科工与中航光电若发生

关联交易，将严格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确保

不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009 年 11 月 06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 
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 
2012 年 07 月 20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中航科工 股份限售承诺 2013 年 04 月 18 日 三年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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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三、对 2013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 至 30%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0,278.4 至 26,361.92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0,278.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业绩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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