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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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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任德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洪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海

青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7,964,659,468.34 29,228,268,358.95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2,418,141,793.57 12,373,364,087.91 0.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3,880,412.37 -601,856,562.46 21.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118,454,597.95 2,694,279,192.87 -2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207,195.54 86,218,123.94 -5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8,981,761.38 86,855,979.53 -66.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292 0.723 减少 0.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 0.032 -59.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 0.032 -59.3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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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2,498,247.2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45,657.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974.74  

所得税影响额 -1,279,495.40  

合计 7,225,434.1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50,19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586,634,344 21.57 152,695,392 无 -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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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航天导航设备有限公司 53,277,182 1.96 53,277,182 无 - 国有法人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49,427,214 1.82 0 无 - 国有法人 

陕西苍松机械有限公司 45,345,306 1.67 45,345,306 无 -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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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43,474 1.59 0 未知 - 未知 

北京兴华机械厂有限公司 38,049,810 1.40 38,049,810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8,015,936 1.40 0 未知 -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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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25,373 1.37 0 未知 - 未知 

北京东资远成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32,179,720 1.18 0 未知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30,358,226 1.12 0 未知 -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433,938,952 人民币普通股 433,938,952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49,427,214 人民币普通股 49,42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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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43,474 人民币普通股 43,243,474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8,015,936 人民币普通股 38,01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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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25,373 人民币普通股 37,225,373 

北京东资远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2,179,720 人民币普通股 32,179,720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30,358,226 人民币普通股 30,358,226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30,358,226 人民币普通股 30,358,22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军工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9,919,628 人民币普通股 29,919,62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收益组合 
28,008,725 人民币普通股 28,008,7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陕西航天导航设备有限公司、陕西苍松机械有限

公司、北京兴华机械厂有限公司为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航天时代电

子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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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率（%） 说明 

货币资金 1,227,160,310.97 2,897,039,962.21 -57.64 主要为本期超短融资券到期兑付所致 

应交税费 37,049,018.13 82,155,734.41 -54.90 
主要为本期缴纳了上年计提的企业所

得税所致 

应付利息 27,230,670.48 48,866,575.34 -44.28 
主要为本期超短融资券到期兑付利息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800,000,000.00 3,000,000,000.00 -40.00 主要为本期超短融资券到期兑付所致 

 

（2）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 季度 2019 年 1 季度 增减率（%） 说明 

税金及附加 4,517,360.59 7,075,295.46 -36.15 主要为本期民品收入减少，税金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38,647,505.16 66,813,493.56 -42.16 主要为本期收入减少，运输费用等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033,551.67 1,753,660.78 -41.06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 -892,392.57 -100.00 主要为本期未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营业利润 
   

52,335,736.32  

  

115,092,099.56  
-54.53 主要为疫情影响,营业利润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8,009,976.23 1,583,850.45 405.73 
主要为本期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将收到

的土地拆迁补偿款结转损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499,623.60 3,454,175.58 -85.54 主要为本期营业外支出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59,846,088.95  

 

113,221,774.43  
-47.14 主要为疫情影响,收入利润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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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41,814,941.35  

   

95,263,697.80  
-56.11 主要为疫情影响,收入利润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36,207,195.54  

   

86,218,123.94  
-58.01 主要为疫情影响,收入利润下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5,607,745.81  

    

9,045,573.86  
-38.01 主要为疫情影响,收入利润下降所致 

综合收益总额 
   

40,973,787.07  

   

95,263,697.80  
-56.99 主要为疫情影响,收入利润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35,366,041.26  

   

86,218,123.94  
-58.98 主要为疫情影响,收入利润下降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013  

           

0.032  
-59.38 主要为疫情影响,收入利润下降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013  

           

0.032  
-59.38 主要为疫情影响,收入利润下降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 季度 2019 年 1 季度 增减率（%） 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3,689,678.11      2,550,745.09  44.65 
主要为返还 2018 年度税费增

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78,677,213.71    30,973,471.29  154.01 主要为往来款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156,743,997.46  1,680,119,058.51  -31.15 

主要为疫情影响，春节假期延

长，各子公司复工时间早晚不

一，经营性采购支出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2,530,355.60  -100.00 

主要为上期北京航天时代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处置投资款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4,916.00        355,176.00  -95.80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较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54,788,693.27    104,893,955.80  -47.77 
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出较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773,777.27   -102,008,424.20  -46.30 

主要为本期投资活动支出减少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4,049,875,000.00  1,760,950,000.00  129.98 

主要为增加贷款, 兑付到期超

短融资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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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5,105,500,000.00  1,146,000,000.00  345.51 

主要为本期超短融资券到期兑

付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0,972,942.54     50,738,630.67  39.88 

主要为本期超短融资券到期兑

付利息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26,772,942.54    564,211,369.33  -299.71 

主要为本期超短融资券到期兑

付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智能防务装备系统科研及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 34,000.00 13,534.35 

新一代测控通信及宇航电子元器件科研及能力建

设项目 
51,425.00 40,709.35 

高端智能惯性导航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 49,300.00 45,712.92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87,597.33 87,597.33 

合计 222,322.33 187,553.95 

（2）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4.8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2020年3月25日，经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3.4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详情请见2020年3月27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公司发行及兑付超短期融资券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约定时限完成了2019年发行的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共计17亿元人民币的兑付

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了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5亿元人民币的发行工作。 

（4）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报告期生产经营情况的影响及措施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含子公司）已全部复工复产。因受疫情影响，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1.37%、58.01%。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的全资子公

司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航天电工”，含其子公司，下同)位于湖北省, 受本次疫情影响

较大,停工停产超过一个半月。受防疫支出增加、新订单减少、物流运输受限、原材料供应不畅等

因素影响,预计疫情将对航天电工全年经营指标产生不利影响。如剔除航天电工财务指标因素，公

司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4.81%、18.91%。 

除电线电缆产品外，公司航天产品大多是小批量、多品种,需要的原材料品类较多,受部分原

材料供应商复工复产推迟等影响，原材料配套保障压力有增大趋势；受疫情影响，外协外购、试

验测试等环节成本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导致公司经营成本增加,经营性资金支出压力逐步显现。 

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影响的损失，航天电工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积极协调各类资源,优先办理

一线员工的返鄂审批手续；加强与国家电网等重点客户沟通，协商调整供货时间，优化排工排产

流程，加班加点抢抓生产进度，确保按照新时间节点履行合同；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方式参与用户

的招投标工作，多渠道开拓市场；加强原材料管理,合理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用足用好地方

政府的各类扶持政策，通过申请低息贷款、电费及天然气费用补贴、缓缴社保费用等方式降低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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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航天产品原材料配套保障压力，公司建立了短缺原材料提前预警和备货机制，并加大

对重要原材料的提前采购储备，全力保证科研生产进度和产品按期交付。 

为缓解经营性支出的资金压力，公司多渠道筹措资金，充分利用已注册的50亿元超短期融资

券额度及时启动发行工作，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完成本年度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共15亿元

的发行工作，有效降低了资金成本并缓解了资金压力。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子公司科研生产正在逐步恢复之中，公司年初至下一

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预计与上年同期相比将下降40%-55%，下半年经过加班加点生产，争取把

疫情影响降至最低，力争对全年指标不构成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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