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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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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审议了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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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当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后的股本总数 254,245,2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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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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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达维尔 股票代码 3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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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筱晨 张春城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杜杨北街 19号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杜杨北街 19号 

传真 010-89401156 010-89401156 

电话 010-89401156 010-8940115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andawell.com securities@andawel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机载设备研制、航空维修、测控设备研制、信息技术开发等。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航空机载设备研制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系列直升机抗坠毁座椅、运输机座椅、航空厨卫系统、整机内饰系统、实兵交战

训练系统、机载氧气系统、防弹装甲、通讯导航系统、直升机地形提示及告警系统、娱乐系统、客舱照明系统等。  

航空维修业务主要包括航空机载设备维修及飞机加改装。其中航空机载设备维修业务覆盖的维修专业包括：计算机维

修、通讯/导航系统维修、电气系统维修、仪表显示系统维修、气动维修、电机维修等。公司拥有CAAC、EASA、FAA、JMM

等维修许可证书，可为波音系列、空客系列、各型支线客机和直升机等共计30多个机型提供高质量的航空机载设备维修服务。

飞机加改装业务涵盖多型电子与机械设备，包括航空图像采集、空地信息传输系统、人工影响天气系统和海事监测系统等，

同时可提供包括客户定制化改装方案设计、适航取证、改装包供应、工程施工、试验支持和技术培训等服务，目前该业务已

取得多个加改装STC及MDA证书。 

测控设备研制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原位检测设备、自动测试系统、直升机振动监测及故障预测系统、直升机伴随保障系

统、模拟训练设备、智能喷涂设备、智能仓储与物流等。从模拟仿真环境搭建、产品功能验证、故障排查及监测、健康诊断、

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航空航天等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维修保障等环节提供系统的全寿命周期解决方案和智能生产

线解决方案，以提高飞机及机载产品生产的交付效率和飞机维修的排故效率。 

信息技术开发业务主要为工业部门和民航领域客户提供专业的软件产品与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基于通用

质量特性的科研管理系统、航空维修管理信息系统、数字化机务信息管理系统、基于RFID技术的客舱时寿件管理系统，航

空业务培训系统等。公司服务客户覆盖航空公司、航空航天企业等，是航空等产业链主要阶段的参与者。由于公司的主营业

务涉及的技术专业众多，资质能力完备，因此在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前沿技术的工程化实现和产品开发升级方面有着较强的

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更。  

 

2、公司经营模式  

在航空器设计研发阶段，公司的测控设备业务可为航空器及其设备做设计性能的验证。在航空器制造阶段，公司的机

载产品研制业务可为各类直升机、固定翼飞机提供各类别机载产品；测控设备业务可用于生产设备的智能升级，产品质量检

测等，提高生产效率。在航空器运营使用阶段，公司的加改装业务可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加改装服务，满足用户多样化运营

使用需求。在航空器运营保障与服务阶段，测控设备业务可提供航空器及机载设备的监测和故障定位；机载设备维修业务可

为直升机大修和各型飞机的机载设备提供高质量的维修服务；信息技术开发业务可用于研发、制造、运营和保障的全阶段，

为客户提供综合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综上，公司围绕着航空产业链各阶段需求，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综合的航空技术解决方案，

打造了以航空机载设备研制、航空维修、测控设备研制和信息技术开发为核心主业的盈利模式。  

     

3、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阶段 

航空航天与防务领域的发展既取决于国家防御性国防政策，又受国际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近年来，世界

面临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导致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国际战略竞争呈上升之势，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持续增多，国际军事竞争

日趋激烈，坚持走新时代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发展路径。航空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战

争局势具有重大甚至决定性影响。同欧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军机无论在数量还是发展水平上仍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国际局

势的变化和我国大国地位的不断彰显，建设强大国防力量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十九大指出我国军队建设的目标为世界一流军

队，实战化练兵备战为军队建设方针指明具体方向。根据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2012

年至2017年，中国国防费从6691.92亿元增加到10432.37亿元，国防费年平均增长9.42%。增长的国防费主要用于加大武器装

备建设投入，升级改造老旧设备，研发采购新式武器装备，提高武器现代化水平；保障实战化训练、加强模拟化训练等方面。

随着国有军工企业的改革深化，国家鼓励具有自主研发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到高端军用航空的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规模的

综合性民营企业有望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行业的快速发展将促进更多机载设备配套、测控设备保障订货量的增长，基于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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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飞机改装以及飞机机载设备维修保障的市场也会不断扩大。  

中国目前航空客货运输规模稳居世界第二，距离世界第一愈来愈近，旅客吞吐量全球前十的机场中，我国占据两席。

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提出，2020年中国民航业预计增长将继续保持在7.5%左右，对全球航空运输增长的贡献率达30%。中国

商飞公司发布《中国商飞公司2019-2038年民用飞机市场预测年报》中描述，中国经济呈现转型升级，具备非常好的增长潜

力。未来二十年，预计机队年均增长率为5.2%，旅客周转量年均增长率为6%。到2038年，中国的旅客周转量将达到4.08万

亿公里，占全球的21%。中国机队规模将达到10344架。近年来空客和波音公司，分别在天津和舟山建成A320总装生产线和

B737完工与喷漆生产线。在开放程度较高的民航市场，PMA和CTSOA产品无论是在经济性和服务保障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更进一步被国内航空公司所认可并使用。同时，国产飞机如C919、ARJ21、新舟700等机型亦发展迅速，截至2019年商飞已

向客户交付23架ARJ21，并将ARJ21的生产线从上海大场延申至上海浦东。截至2019年，ARJ21已开通36条航线，通航36个

城市，累计运送旅客66万人次。公司已向批量交付的ARJ21飞机供货，并与商飞建立了较为广泛的合作关系。由此，民用航

空机载设备维修保障市场及民用航空机载设备研制市场都将迎来较大的市场增量。  

航空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为产业链中的企业带来较大的发展契机，不论是机载设备配套、测控设备研制、航空维修服

务及信息技术开发，公司的各项主营业务将直接受益于增长的市场需求，业绩有望维持稳定增长。 

  

4、周期性特点  

公司部分营业收入一定程度上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公司部分主营业务的客户为航空航天企业。一般而

言，相关客户集中于每年四季度交付产品并支付货款，受客户、行业特点的影响，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较高。  

 

5、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在机载设备研制方面，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有一定的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公司的座椅类业务和其

他客舱设备业务优势明显；在航空维修方面，公司维修能力突出，资质齐全，专业覆盖面广，服务优异，在国内第三方维修

企业中，市场占有率高，行业地位处于前列；在测控设备研制方面，经过多年产品开发技术与经验积累，研发团队拥有较强

实力，其中直升机原位检测设备先发优势显著，在细分行业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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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552,446,608.01 499,375,049.42 10.63% 439,815,51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149,067.02 55,440,703.69 31.94% 89,794,43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657,228.69 44,442,435.59 58.99% 87,414,576.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23,976.98 -100,509,320.52  -143,897,656.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82 0.2193 31.42% 0.46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82 0.2193 31.42% 0.46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0% 5.55% 2.05% 18.57%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年末 

资产总额 1,289,147,662.52 1,163,359,426.36 10.81% 1,113,305,230.66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9,479,998.04 946,288,058.32 3.51% 961,772,804.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2,814,645.45 107,718,957.01 138,880,146.78 243,032,85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31,084.43 12,739,043.05 29,881,655.24 41,559,45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38,017.06 12,358,179.76 28,879,895.90 40,857,170.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680,901.72 -47,712,987.61 -65,931,709.62 2,139,8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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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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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子安 境内自然人 35.32% 89,817,478 89,817,478   

常都喜 境内自然人 10.05% 25,567,830 0   

北京安达维尔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91% 25,190,994 25,190,994   

雷录年 境内自然人 3.44% 8,743,146 0   

刘浩东 境内自然人 3.03% 7,700,046 0   

乔少杰 境内自然人 1.97% 5,008,680 4,918,054   

谈斌 境内自然人 1.97% 5,000,000 0   

李小会 境内自然人 0.92% 2,34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4% 2,147,150 0   

孙艳玲 境内自然人 0.71% 1,800,000 1,3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北京安达维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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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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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244.66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63%。其中，航空机载设备研制业务营业收入28,728.20

万元人民币，占主营业务收入52%，同比增长2.45%；航空维修业务营业收入17,048.55万元人民币，占主营业务收入30.86%，

同比增长34.44%；测控设备研制业务营业收入5,940.58万元人民币，占主营业务收入10.75%，同比下降7.35%；信息技术服

务及其他业务营业收入3,527.32万元人民币，占主营业务收入6.38%，同比增长25.81%。航空机载设备研制业务、航空维修

业务、信息技术服务及其他业务收入均实现了增长，测控设备研制业务与去年相比略有下降。公司实现营业利润8,302.89

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4.20%；实现利润总额8,254.34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14.91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94%。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249.18万元。 

具体分析如下： 

机载设备研制业务是公司最大的业务类别，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超过50%。2019年，该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主要

源于航空座椅和无线电导航设备相关业务的大幅增长。报告期内，除换装带来业务增量外，还得益于新型号和新服役机型数

量的增长。无线电高度表和无线电罗盘产品取得量产新型号直升机的采购订单，此部分业务在多年的积累下获得了较大的突

破，实现了公司机载设备在新一代主力机型上的装机量产，同时在某型号地平仪、备用显示器等项目上完成了国产化替代的

研制工作。在民机市场方面，公司完成了厨房插件设备的交付，进入商飞供应商名录；完成了新型民航客舱旅客座椅的设计

和试制工作，正开展取证工作。公司已具备全客舱照明系统的设计能力，与国内外主流商用客机制造商的合作也在顺利推进。 

在航空维修业务上，国产飞机部附件维修业务取得快速增长。民航维修业务进行了战略调整和精益管理，尤其是对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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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项目进行了聚焦和优化，重点加强公司的优势项目。在对外合作上，与Honeywell达成战略合作，成为其授权的国内维修

单位；同时，公司正积极推进与波音、空客等知名飞机制造商的业务合作。在技术能力上，公司自主研发了第四代自动测试

台，具备了不依赖进口测试设备的大型计算机等复杂部件的项目开发能力。在直升机大修业务上，与国内直升机大修厂进行

战略合作，完成了首架机修复。 

飞机加改装业务增长较快，先后完成了多架涡桨飞机（Kodiak 100、运12等）的改装，具备了通航飞机ADS-B设备加

改装能力。尤其是增压密封舱涡桨飞机的加改装能力，在业内获得广泛认可。 

在测控设备研制业务上，公司对标准和平台设备的研制业务以及定制设备和解决方案业务进行了拆分，以便专注于各

自的能力优势，开拓新的产品线和业务领域。当前，测控业务单位在原有原位检测设备、自动测试设备基础上，努力研发及

推广直升机伴随保障系统、模拟训练设备、飞控舵面角度测量系统和智能勤务设备等多个新领域系列化产品，并在航天领域

市场上取得了突破。 

此外，公司还布局了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的智能制造业务中标了智能库房项目，应用RFID技

术的智能工具柜陆续交付客户，某飞机生产线智能喷涂项目进展顺利。另外，智能立体库房、基于机器视觉检测设备及喷涂

系统等项目研发均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信息技术业务上，公司专注于航空维修管理软件和科研管理软件的开发。报告期内，公司除了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

潜心打磨产品外，与潜在客户进行了广泛交流并为相关单位提供多方面的咨询服务，获得了业内的充分认可。公司已启动产

品联试及内部试用工作，未来将推进基于产品性能的行业顶层规划和产品的迭代设计。 

航材贸易及其它业务主要用于保障公司主营业务及服务公司客户，营收占比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主要原因包括如

下几个方面： 

1、航空机载设备研制、航空维修、信息技术服务及其他业务收入，较上一年度相比均实现了增长； 

2、航空机载设备维修业务及导航设备研制业务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对公司业务增长贡献较大； 

3、推行了质量、营销、科研管理改进及成本控制工作并取得成效，使得盈利能力得到提升，毛利率水平增长； 

4、采取的业务聚焦战略，利于公司优势资源的集中及行业竞争优势的持续打造。 

在科研管理上，公司继续加强科研管理流程的升级和技术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工作，并在多个重大项目进度上取得突破。

公司完成了智能快速挂载系统、无线电罗盘、无线电高度表功能线程、基于RFID的航材管理系统等多个项目的研发，同时

推进了直升机对抗训练模拟仿真系统、基于通用质量特性的科研管理系统等产品的研制，并在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领域加快

了智能喷涂和增强现实（AR）维修辅助系统的研发，为公司后续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持和技术保障。 

在经营管理上，公司结合内外部竞争环境因素，经过审慎评估，对现有业务进行聚焦，重新配置资源并重点发展优势

业务。主要的管理工作包括： 

1、对业务部门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成立民用航空和航空设备两个事业部，分别专注于民用航空和防务市场，增强

业务部门的自主性。 

2、公司重点进行产品质量、业务流程和管理体系的改进提升。对标国内外前沿标准，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

法，在战略、营销、人力、研发、技术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提升，并导入卓越绩效管理体系，促使公司整体管理的系统提

升。 

3、对质量系统的组织、人员和流程等进行有效变革，在研发设计部门推行全特性质量评价体系和基于通用质量特性

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从设计源头改进产品质量。 

4、全面推行了成本控制和成本改进措施，包括供应链相关成本、运营成本和营销成本等方面，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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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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机载设备研

制 
287,282,040.87 173,319,930.52 60.33% 2.45% 13.71% 5.97% 

航空机载设备维

修 
170,485,534.68 85,721,669.70 50.28% 34.44% 55.41% 6.78% 

测控设备研制 59,405,833.77 26,197,166.04 44.10% -7.35% -22.24% -8.45% 

航材贸易 13,386,056.16 1,381,930.29 10.32% -24.67% -56.64% -7.61% 

技术服务及其他 21,887,142.53 10,409,885.51 47.56% 113.17% 64.52% -14.07% 

合计 552,446,608.01 297,030,582.06 53.77% 10.63% 18.4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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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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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

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

日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

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其他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 

相关会计

政策按国

家规定进

行变更。 

说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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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关于修

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的要求，资产负债表将原“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利润表：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

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并变更为“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相关会计

政策按国

家规定进

行变更。 

说明2 

说明1：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进

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 

说明2：本公司根据上述文件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合并报表 

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资产    

其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83,362,781.25  -583,362,781.25   

      应收票据   86,866,056.00   86,866,056.00  

      应收账款  496,496,725.25  496,496,725.25  

负债    

其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7,250,370.47 -127,250,370.47  

      应付票据  1,600,000.00  1,600,000.00  

      应付账款  125,650,370.47 125,650,370.47 

      其他流动负债  4,574,303.40 -74,303.40  4,500,000.00 

      递延收益 1,690,402.50 74,303.40  1,764,705.90  

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8年度 

调整前列报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净利润    

其中：资产减值损失 1,754,824.78  -1,754,824.7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754,824.78 -1,754,824.78 

 

2、母公司报表 

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资产    

其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7,825,143.36 -117,825,143.36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17,825,143.36 117,825,143.36 

负债    

其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442,905.52 -7,442,905.52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442,905.52 7,442,905.52 

      其他流动负债 74,303.40 -74,303.40  

      递延收益  1,690,402.50 74,303.40  1,764,705.90  

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8年度 

调整前列报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净利润    

其中：资产减值损失 1,262,463.24 -1,262,4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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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262,463.24 -1,262,4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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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子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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