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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9                           证券简称：安达维尔                           公告编号：2020-070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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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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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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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9401156 010-8940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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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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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2,289,587.01 170,533,602.46 2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115,608.12 1,707,958.62 1,72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1,675,943.03 920,162.70 3,342.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561,477.63 58,967,914.11 -1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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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24 0.0067 1,726.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24 0.0067 1,726.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3% 0.18%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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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989,340.71 1,289,147,662.52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6,310,381.16 979,479,998.04 0.7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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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子安 境内自然人 35.33% 89,817,478 89,81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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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都喜 境内自然人 8.06% 20,483,8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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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6,510   

李小会 境内自然人 0.92% 2,340,000 0   

平安资产－工商

银行－鑫享 3 号

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79% 2,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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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红华 境内自然人 0.70% 1,788,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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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股东于红华持有公司股份 1,788,5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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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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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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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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228.96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49%。其中，机载设备研制业务营业收入15,054.91

万元人民币，占主营业务收入70.92%，同比增长61.28%；航空维修业务营业收入5,565.65万元人民币，占主营业务收入26.22%，

同比下降0.70%；测控设备研制业务营业收入16.38万元人民币，占主营业务收入0.08%，同比下降98.04%；信息技术服务及

其他业务营业收入592.02万元人民币，占主营业务收入2.79%，同比下降53.63%。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稳步增长。公司

实现营业利润3,596.73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36.57%；实现利润总额3,444.68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89.03%；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11.56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21.80%。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56.03万元。 

由于今年上半年的疫情影响，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机载产品的交付进度和部分市场推广活动受

到轻微影响；航空维修业务由于航空公司的运力下降使得营收略有下降；部分测控业务及加改装业务由于现场调试及交付活

动限制等原因，进度上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尽管困难重重，但是面对疫情公司反应迅速决策高效，采取了有效的疫情防

控和快速恢复经营生产措施，仍使得公司业绩表现亮眼。公司主要客户受疫情影响有限，部分业务抗宏观经济冲击能力较强；

公司拥有多条产品线，能对冲部分业务下降的影响，体现了较强的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1、

本报告期内产品增值税退税收益为2,389.85万元人民币,相比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920.29万元人民币，与以往年度相比，公

司一般在下半年度集中收到大额退税款，本年度在上半年度收到了大额退税款，导致本报告期内利润增长;2、我司参与保障

的客户紧急采购项目在本报告期内实现生产交付，导致机载设备研制类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约5700万元人民币，相应增

加了主营业务利润；3、公司自2019年度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在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过程中，前三季度我司按照

原账龄组合及比例进行坏账准备的计提，在第四季度及年度报告中，我司对应收账款组合及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了调整，相

关会计处理经过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标准审计报告。如果按照2019年度

的应收账款组合及预期信用损失率重新测算2019年半年度信用减值损失，2019年度半年度净利润将由170.53万元人民币增长

为476.91万元人民币,则2020年半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552.44%。同理，2019年一季度净利润由-1,103.11万元人民币增长为

-992.41万元人民币，2019年三季度净利润由3,158.96万元人民币增长为3,656.17万元人民币。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科研生

产活动基本正常，未受到明显影响。 

各业务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机载设备研制 

公司航空座椅、导航设备、民航PMA产品交付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而直升机防护装甲和运输机厨卫内饰产品，由于

重要项目中标成功并签订合同，从而使得机载设备业务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此外，国产新型号直升机无线电导航设备、

国产ARJ21喷气支线客机厨房插件持续交付；与民航局合作开发的客舱厨房插件的相关标准已于今年5月份发布；新型号的民

航经济舱座椅完成设计，目前正开始展开试验和取证工作。 

2、航空维修 

在航空维修领域，立足于精品打造的竞争策略以及加强精益管理等，机载机械部件维修业务营收较去年同期略有增长；

机载电子部件维修、通航飞机加改装业务受疫情影响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在国际业务合作方面，公司与飞机部件OEM厂家

的授权合作项目持续进行，并积极推进与空客等飞机制造商的部件维修授权合作。报告期内，公司电子维修中心取得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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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机构SAI Global颁发的AS9110国际航空器维修质量管理体系证书。 

3、测控设备研制 

测控业务主要为航空器使用单位提供测试诊断设备、伴随保障设备与仿真模拟训练设备，为航空器制造、试验和维修单

位提供定制化的自动化测试与诊断、系统试验与验证设备、平台和技术解决方案服务。由于定制化特点，测控设备相对集中

于每年后半年交付，上半年交付用户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服务较少，由于部分产品需要到客户现场进行调试等原因，受疫情影

响进度上有一定迟滞，下半年会全力进行生产任务周期的保障。其他市场拓展、投标与合同工作依然在正常推进，全年业务

储备量基本受控。 

智能制造业务是公司的战略发展业务之一，目前主要聚焦航空航天与防务领域科研生产单位，为客户提供智能化产品及

系统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制的基于RFID技术的智能工具柜已开始批量交付客户。在系统解决方案服务上，目前

主要执行关于直升机智能旋翼喷涂和智能仓储系统解决方案服务的合同项目，计划下半年交付。在重点科研项目“基于机器

视觉的机器人自动喷涂生产线”上，公司在软件开发及算法上取得重要突破。 

4、信息技术 

在信息技术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专注于数字化机务解决方案、航材维修管理信息系统和基于通用质量特性的

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推广，以及数字化机务的推广应用；完成了与大庆某客户关于航材管理信息系统的合同签订，并

开始进行某航空救援支队航材管理系统的方案编制及实施准备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事业部层面的职能调整，向民用航空与航空设备两个事业部下放更多决策和管理权，并开始筹划

新战略业务的搭建。公司持续加强质量管理和卓越绩效管理，在内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管理改进和提升：  

1、在战略管理上，公司制定了2021-2023年滚动式三年战略规划，同时为了保障战略规划目标与执行更好落地及有效协

同，制定了关于技术、营销、投资者关系管理、战略总体管理等几大方面的战略执行工作计划并贯彻实施。 

2、在产品研发上，为保障公司三年后的战略储备及增长，公司完成了关于下一代防弹座椅、下一代防护装甲、直升机

对抗模拟训练系统、整机线缆测试系统等20余项重大战略研发项目的立项及持续推进。 

3、在技术管理上，公司加强了项目的立项、阶段评审以及研发成本监管工作，并致力于多模接收机仪表着陆系统等核

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不断夯实并打造核心技术优势。 

    4、在质量管理上，公司全范围组织开展了全面质量改进提升及学习分享活动，引入卓越绩效评价模式并将相关理念和

高标准融入到手册中，开展全范围的流程梳理和持续改进工作。 

5、在人才储备上，为确保未来三年战略规划落地，公司上半年持续补充相关人才，尤其是关键岗位和高端技术人才，

为公司后续发展提前储备并提供助力。 

6、在信息化及运维管理上，完成了信息系统规划及云盘等协同办公系统升级规划，在科研管理信息管理上完成了基于

通用质量特性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并计划下半年正式上线运行实施。 

7、在投资者关系管理上，为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成立了投资者关系管理领导小组，致力于持续健全完善投

资者沟通机制，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理解和认同，维护公司与投资者的长期、良好、稳定的关系，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资本

市场的优质品牌形象。同时，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的及

时、真实、准确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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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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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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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相关会计政策按

国家规定进行变

更。 

说明 

    说明：本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收入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进行调

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计入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2020年1月1日调整情况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五、27、（3）、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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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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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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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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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