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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9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编号：2019-017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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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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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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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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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光电 股票代码 00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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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阳 叶华 

办公地址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周

山路 10 号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周

山路 10 号 

电话 0379-63011079 0379-63011079 

电子信箱 liuyang@jonhon.cn zhengquan@jonho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专业从事高可靠光、电、流体连接器及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并提供系统的互连技术解决方案的

高科技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电连接器、光器件及光电设备、线缆组件及集成产品、流体器件及液冷设备等，主要用于航

空、航天等防务领域以及通讯与数据传输、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消费类电子、工业、能源、医疗、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等

民用高端制造领域。公司各类产品出口至欧洲、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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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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816,018,656.41 6,361,813,149.33 22.86% 5,854,802,05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3,760,695.92 825,350,754.91 15.56% 733,765,93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5,197,034.60 773,202,946.32 14.48% 690,135,719.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40,298.60 480,091,350.99 -95.28% 231,000,14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165 1.0525 15.58% 0.9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161 1.0454 16.33% 0.9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1% 18.41% -0.60% 19.5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3,285,987,801.20 10,030,183,398.26 32.46% 8,509,877,05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46,692,744.21 4,889,575,296.87 23.66% 4,107,090,737.1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77,251,373.79 2,107,574,325.34 2,190,271,828.72 2,040,921,12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378,172.36 297,971,282.57 231,772,667.75 256,638,57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165,167.36 292,862,756.62 221,872,101.09 207,297,009.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087,007.43 159,396,797.05 -149,206,588.94 294,537,0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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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0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65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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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39% 327,343,580 0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88% 78,152,4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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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2% 18,310,635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2% 16,013,115 0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 13,300,300 0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国有法人 1.65% 13,08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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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3% 12,920,453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11,854,01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0% 10,26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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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8% 9,372,00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中航科工为航空工业所属公司，中国空

空导弹研究院由航空工业管理；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持股增减变动主要系借券给

证金公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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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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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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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 
光电转债 128047 2024 年 11 月 05 日 130,000 

第一年 0.20% 

第二年 0.5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报告期内未到付息兑付日。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已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并出具了《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

告》，根据该评级报告，中航光电主体信用级别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 AA+。在本

次可转债存续期限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每年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0.54% 45.88% 4.6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56.99% 98.62% -41.63% 

利息保障倍数 18.33 18.21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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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经营效益稳步提升，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8.16亿元，同比增长22.86%；

实现利润总额11.17亿元，同比增14.42%；实现归母净利润9.54亿元，同比增长15.56%。 

（一）加强自主创新，加大关键技术研究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高速高插拔寿命印制板连接器、板间无线光传输技术等多项产品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全年申请发明专利三百余项。抗核电磁脉冲连接技术、海水直冷冷板技术等一批技术成果比肩国际同行，代表了我国最高水

平。“最高速率56Gbps高速传输技术”入围“第三届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圈并获得优胜奖。作为中电元协

电接插元件分会理事长单位，带领电接插元件分会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评为中电元协2018年度优秀分会。 

（二）坚持军民融合，深耕国际国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紧跟国家重点项目，助力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水上首飞，助力中国首枚民营自研火箭“重庆两

江之星”成功发射。荣获华为“全球金牌供应商”。推进设立德国分公司，进入国际一流车企供应链，成为国际通讯龙头企

业5G优选供应商，国际化发展开启新征程。坚持以存量变革和增量崛起培育发展新动能，石油、医疗、新能源装备等领域收

入翻番，工业装备领域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50%。 

（三）保持战略定力，加快体制机制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进一步聚焦主业，明确战略方向。深化组织结构改革，不断优化更加面

向市场的、差异化的事业部运营模式，集团化发展道路进一步明晰。探索项目制管理，推行穿透职能、面向流程、关注客户

的运作机制，确保资源协调有效分配。优化激励考核机制，设置创新基金，群策群力开展微创新，万众创新氛围初步形成。

成功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13亿元，为后续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完成新技术产业基地项目主体工程建设，搬迁和布局调整

工作有序推进，产业化发展再进一程。 

（四）稳步提质增效，加强资源开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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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创新开展质量诚信体系建设，加快质量管理理念由职能管理向基于风险思维的过程管理转变。从制度层

面强化市场对产品全寿命周期管理的拉动，将全价值链、全寿命周期成本管理融入事业部经营管理流程。进一步优化人才引

进评价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促进人才梯队建设。推进集团化采购平台建设，初步实现母子公司供应商资源共享。构建企业

运营管控平台，助力经营运行效率提升。探索开展大监督与合规体系建设，持续开展管理审计，进一步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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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连接器 4,076,831,888.60 1,509,224,838.05 37.02% 9.52% 8.97% -0.19% 

光器件及光电设备 1,493,010,004.50 328,787,808.37 22.02% 33.69% 31.02% -0.45% 

线缆组件及集成产品 1,923,822,370.89 592,370,839.99 30.79% 37.80% 10.82%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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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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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于2017年度相继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

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鉴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及修订，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根据财政部《关 于 修 订 印 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 财 会 [2018]15 号），本公司对财务 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

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

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

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

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 目； 将原“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改为“重新计量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将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不能

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将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

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

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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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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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下属深圳市翔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深圳翔通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合并范围减少, 对公司生产经

营及业绩无重大影响。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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