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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0                               证券简称：*ST 集成                          公告编号：2019-056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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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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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集成 股票代码 00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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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雁 刘林芳 

办公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二段 666 号附 1 号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二段 666 号附 1 号 

电话 028-87455333-6138 028-87455333-6048 

电子信箱 stock@cac-citc.cn stock@cac-ci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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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336,604.95 850,061,268.68 3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7,483,139.63 -53,424,200.05 1,14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274,605.70 -74,478,296.60 6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952,297.60 -236,432,433.05 64.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540 -0.1499 1,136.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540 -0.1499 1,136.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5% -1.20% 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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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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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2,141,079.51 9,302,533,584.65 -6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4,619,503.37 1,797,462,823.19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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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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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17% 190,719,663 13,540,961   

成都凯天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2% 3,290,080 0 冻结 214,243 

牛桂兰 境内自然人 0.47% 1,700,000 0   

苏渝 境内自然人 0.44% 1,570,260    

王青祜 境内自然人 0.37% 1,340,000    

李云 境内自然人 0.37% 1,333,583    

朱仕梅 境内自然人 0.37% 1,332,000    

周乐成 境内自然人 0.36% 1,282,300    

上海东亚期货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4% 1,229,400    

中航基金－浙

商银行－中航

基金同达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1,220,5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存在关联关

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牛桂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00,0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2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00,000 股；公司股东王青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590,0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40,000 股；公司股东李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75,5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58,083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33,583 股；公司股东周乐成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82,3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1,282,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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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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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我国汽车工业整体产销下降较为明显，公司汽车模具业务情

况同比有所下降。汽车零部件业务因受重要客户订单需求减少及价格降低的影响，该部分收入及利润有所

下降。对此，公司管理层积极采取措施：积极开拓汽车模具国外市场，2019年上半年汽车模具国外签单较

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数控加工业务，积极开拓新客户，走访调研潜在客户；同时，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持续推进各项创新及降本增效工作，制定质量成本管控、项目成本管理模式与流程优化、外协价格管控、

设备运行效率提升、新工艺新方法研究等专项提升计划并实施，为公司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航空数控零部件技术工艺的优化完善，该项业务的销量和销售收入发展基本

稳定；公司已开始承接民用航空结构件制造，并完成交付。 

报告期内，公司锂离子动力电池业务面对新能源乘用车装机量高速增长的市场空间和市场机会，进行

战略聚焦、产能规划和技术储备，快速匹配市场需求，装机量排名较上年度进一步提升。报告期内，为提

高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公司现有锂电池业务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及一体化竞争能力，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促进公司及现有锂电池业务的长远发展，公司将旗下锂电池业务资产以锂电科技为平台进行重组。2019年

4月22日和2019年5月13日，成飞集成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议案。2019年7月10日，

公司发布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股权过户手续，锂电洛

阳、锂电科技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持有锂电科技35.84%的股权。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934万元，同比增长37.56%，其中（1）汽车模具收入20,624万元，同

比降低26.10%，主要系本期交付量减少，全年预计完成较去年降低8%；（2）汽车零部件收入16,413万元，

同比减少9.97%，主要受主机厂上半年采购量减少及产品价格下跌影响；（3）数控加工业务收入4,355万元，

同比增加57.94%，主要系本期交付量增加；（4）锂电池业务收入72,749万元，同比增长107.98%，主要系

乘用车产品产销量增加。 

本报告期，公司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约6个百分点。主要是锂电池业务今年销量增长使得固定成本

摊薄，毛利率同比上升15.43个百分点；汽车模具业务较为稳定，同比增加1.96%，数控加工业务同比基本

持平；汽车零部件业务受销量和售价下降双重影响，造成毛利率下降5.9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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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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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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财会【2017】9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本公司于2019

年01月0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会计准则。根据衔接规定，公司调减期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0,060,200.50

元，调增期初交易性金融资产829,080.00元，调增期初其他权益工具投资9,231,12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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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对子公司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处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在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不应当调整合并报表的期初数，但应当将该子公

司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将该子公司期初至处置日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

流量表，资产负债表不再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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