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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9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编号：2019-055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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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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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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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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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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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hua@jonhon.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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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96,659,434.77 3,584,825,699.13 2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3,001,673.09 465,349,454.93 2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60,338,840.51 456,027,923.98 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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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9,059,799.38 -122,690,210.38 278.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14 0.4553 23.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92 0.4518 2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6% 9.1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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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7,192,783.81 13,285,987,801.20 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72,863,861.99 6,046,692,744.21 8.70% 

注：公司于报告期内完成 2018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方案，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

按照新股本调整并列报。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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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39% 425,546,654 0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94% 102,246,51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12% 42,403,716 0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 17,290,390 0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国有法人 1.66% 17,016,397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8% 15,170,34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0% 13,33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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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13,19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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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11,49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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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0,53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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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借券给

证金公司及公司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所致。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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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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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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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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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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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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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0.55% 50.54% 0.0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3.34 24.28 -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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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党的领导，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经营目标，以客户为中心，坚持专业化发展，加强国际化开拓，

各方面工作有序推进。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实现营业总收入459,665.94万元，同比增长28.23%，实现利润总额67,231.97万元，

同比增长22.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300.17万元，同比增长23.13%。 

报告期内，公司紧跟内外部环境变化，启动编制“十四五”规划纲要。长远谋划能力布局方案，筹划国际本地化建设项目。

持续推进子公司股权优化和业务整合，提高公司整体价值创造能力和综合竞争力。聚焦连接主业，积极寻求投资机会，挖掘

具有良好前景的优质科技企业。 

技术领先创新方面，公司聚焦高端科技前沿、高端市场需求和高端连接产品,谋划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在流体连接器、高

速背板连接器、光纤连接器、深水密封连接器等多个产品方向取得技术突破。核心工艺能力提升方面，初步建立核心工艺能

力建设长效机制，在机加、玻璃烧结、表面处理、模塑、装配方面通过多项工艺能力攻关。核心制造能力提升方面，持续推

进自动化、信息化技术融合，核心制造能力进一步提升。 

市场开拓方面，防务和民品市场订单持续较快增长。防务领域，紧跟国家重点项目，成功助力长征十一号“一箭七星”

首次海上发射；组织召开“防务装备互连技术研讨会—第二届车载信息化系统互连技术研讨会”，加强了连接技术与车载信息

系统的对接。通讯领域，聚焦高速连接器、光互连背板等高端产品，跟进5G、数据中心、云计算等新一代通讯技术发展，

围绕客户重点项目，开展多项产品研发项目并取得订货。新能源汽车领域，围绕高压大电流连接器产品，巩固国内自主品牌

车企市场的基础上，成功与国外车企进行合作。 

供应链管理提升方面，从供应链全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及规划，不断完善面向市场和客户的科学规范、优质高效、安全可

靠的供应链管理体系。质量提升方面，不断完善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开展内外部质量问题归零管理工作，强化质量职责和责

任追究。成本效率管控方面，对标一流企业，建立健全公司成本效率指标和管理体系，着力推进产品全价值链全寿命周期成

本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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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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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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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中航富士达控股子公司西安富士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引进投资人，中航富士达对西安富士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的

持股由控股51%转为参股31.875%。西安富士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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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