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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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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拟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 1.01 元现金股利（含税）；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53599万股，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股利 54,134,990.00元；本年

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航天工程 60369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京辉 徐斌 

办公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 

电话 010-56325888 010-56325888 

电子信箱 htgc_bgs@china-ceco.com htgc_bgs@china-cec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我国煤气化工程领域中既拥有核心专利技术，又拥有工程设计、设备成套供应及工程

总承包能力的专业化工程公司，致力于为业主提供可靠、高效的煤气化项目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和

工程建设服务。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以航天粉煤加压气化技术为核心，专业从事煤气化技术及关键

设备的研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设备成套供应及工程总承包。公司拥有的航天粉煤加压气化



技术及其关键装备能够实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可以广泛应用于煤制甲醇、煤制合成氨以及

煤制天然气、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氢、IGCC发电等领域。 

（2）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可分为专利实施许可、工程设计、设备成套供应等单项业务模式和工程总承

包业务模式两大类，伴随着公司业务服务范围的扩大与延伸，公司已成为项目业绩丰富的工程总

承包商，致力于推动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努力成为能源环保核心技术研发、系统集成、工程

服务、金融服务、清洁能源气体供应及危废处理的综合服务提供商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全

球领导者。 

（3）行业情况 

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加快重塑，我国产业发展进入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的

重要窗口期。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巨大变化，保障能源安全将成为我国能源行业发展的前

提和基础。当前，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加强，世界经济依然呈下滑趋势，全球市场需求总体偏弱，

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迷，尤其在 2020年石油价格震荡下跌，引起煤化工产业连锁反应。石油化工

行业高质量发展势头越来越强，炼化一体化大型项目加速发展，石油化工与煤化工产品交叉重叠，

对煤化工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资源总量中占 94%，而石油、天然气资源合计不足 6%。综合分析我国能

源资源禀赋特点、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及国家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煤炭资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仍将是我国能源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市场也需要更低能耗、更高能效、环境更加友

好的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和产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要优化煤炭生产与消费结构，推动煤炭清洁生产与智能高效开采，

积极推进煤炭分级分质梯级利用，稳步开展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等升级示范。 

截至到 2019 年底，我国煤制合成氨、尿素和煤制甲醇产能分别达到约 6619 万吨/年、6668

万吨/年和 8812万吨/年，2019年产量分别约为 5758 万吨、5475万吨和 6216万吨。我国煤制油、

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包括甲醇制烯烃)和煤制乙二醇产能分别达到 960万吨/年、51亿立方米/

年和 1530万吨/年和 451万吨/年，2019年产量分别为 800万吨、31亿立方米、1306万吨和 295

万吨。 

发展煤化工既是发挥我国煤炭资源优势、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有效途径，也是对石油化工的

有益补充。在煤化工领域，无论从创新能力、产品结构、产业规模，还是工艺技术管理、装备制

造上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均已走在世界前列，已经成为世界上掌握关键技术最多、自主创新



最活跃、产业化进展最快的国家，这也是我国石化行业创新发展的一大亮点。 

随着国际能源供需格局的深度调整，能源结构正在向清洁化、低碳化方向转变。另外，随着

国际油价持续下行，国内能源需求增速放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十四五”期间煤炭

深加工产业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将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展望“十四五”，以先进、节水、节

能、环保和智能为特点的现代煤化工将引领我国煤炭深加工产业发展方向，煤制清洁燃料、煤制

高端化学品、“煤油电化”一体发展也将逐渐成长为我国煤炭深加工产业主体。发展洁净煤技术的

现代煤化工，将是持续推进煤炭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因此，公司将深入响应政府政策号召，

加大创新力度和投入，开发更加高效经济的煤气化新技术，同时，研究开发煤制氢气、探索氢气

存储、运输的关键材料及技术设备，为氢燃料利用提供技术支撑，为推动产业升级和提升能源安

全保障能力、为煤炭资源清洁高效转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353,405,884.97 3,923,148,520.31 10.97 3,675,308,251.27 

营业收入 2,070,524,564.88 1,776,492,743.26 16.55 1,619,506,980.6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9,334,802.31 155,308,485.14 15.47 226,735,815.3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6,024,055.23 138,917,981.52 26.71 222,647,260.0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918,351,721.62 2,786,682,456.81 4.72 2,662,094,232.1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0,496,258.58 -18,648,159.33   53,185,815.0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29 13.79 0.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29 13.79 0.4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29 5.67 增加0.62个百分

点 

8.8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1,024,649.97 385,416,984.68 541,312,142.29 1,102,770,78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239,809.39 49,409,041.98 52,146,894.92 107,018,67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9,651,556.25 48,174,800.37 51,225,290.74 106,275,52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1,103,113.53 -42,743,475.65 11,811,351.44 90,325,269.2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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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5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89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0 246,425,829 45.98 0 无 0 
国有

法人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719,700 71,121,675 13.27 0 无 0 
国有

法人 

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创投资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 

52,778,523 52,778,523 9.85 0 无 0 其他 

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 0 40,870,046 7.63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2,991,300 0.56 0 未知 0 未知 

刘育辰 744,600 744,600 0.14 0 未知 0 未知 



翁水平 664,880 664,880 0.12 0 未知 0 未知 

姚寅之 602,600 602,600 0.11 0 未知 0 未知 

刘朗浪 363,420 599,200 0.11 0 未知 0 未知 

陈少俊 509,304 509,304 0.10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

航天动力研究所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航天投资为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的有

限合伙人之一。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是确保公司“十三五”圆满收官的攻坚决胜之年，是全面推进管理提升、统筹加强能

力建设，实现公司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发展的深化落实之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恪守职责，审慎决策，推动公司多元化发展，营业收

入再创新高；加速推进气体运营、节能环保、氢能领域业务，持续增强行业影响力；继续保持技

术引领，不断提升整体管理效能，实现了公司健康稳定发展，保障了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1）报告期内，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整体行业毛

利率水平下降，竞争对手不断涌现等情况下，公司在危机中寻找新机，在变局中开辟新局，抢抓

市场机遇，强化管理效能，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7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55%，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5.47%，实现了收入、利润双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开展战略规划顶层设计，为公司长远发展谋好篇，布好局。梳理总结公

司“十三五”期间取得的成绩，以板块为单元，深入分析行业动态及产业政策，不断将公司现有

业务和未来方向进行讨论和研究，制定实施路径，对未来发展进行科学规划，研究拟定公司《“十

四五”技术发展规划》、《“十四五”发展规划》及三年滚动发展计划。 

（3）报告期内, 公司攻坚拔寨，闯关破局，全力以赴确保关键订单。不断巩固现有市场地位，

创新采用大数据、区域负责制等手段加大国内项目的信息收集能力，克服疫情影响，快速反应成

立兰州工作站，确保了市场开拓和关键订单斩获，签署了陕西延长石油榆神能源化工 50 万吨/年

煤基乙醇项目、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万吨/年煤制烯烃项配套甲醇工程气化装置项

目等。 

业内领先、独具特色的数字化设计交付体系基本建成。成功完成公司首个数字化交付项目-

华谊项目的数字化设计交付应用，为公司智能化工厂建设起到了极大助推作用，为公司市场拓展

增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聚焦《2020年中国氮肥、甲醇技术大会》、《2020 第八届全国粉煤气化技术交流年会》等行业

重点产业平台，通过大会主题报告积极推广和宣传企业品牌；举办第二届航天粉煤气化技术交流

会，进行航天炉无烟煤鉴定成果推广, “航天炉”行业地位不断提升，航天工程的品牌影响力不



断增强。 

（4）报告期内，公司探索新路径，布局新领域，积极推进公司业务拓展。投资设立航天氢能

有限公司，为公司开展气体运营业务拓展和转型创造了条件，为实现气体运营业务与粉煤气化业

务协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依托投资平台，积极寻找市场上供气项目投资机会，开展了多个项目

的洽谈和论证，为公司气体运营业务的拓展、转型综合服务商做好了充足储备和有效支撑。公司

环保领域取得突破进展，山东德澳环保项目、鄂尔多斯气体排放检测项目落地，逐步摸索可行的

发展模式；立足公司优势，发掘潜在细分市场领域，开展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研究论证，取得初步

进展。 

（5）报告期内，公司以需求为导向，坚持创新，保持技术引领。加强科技创新与市场开拓的

紧密结合，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大规模干煤粉气流床气化技术开发及示范》攻克内件组装、喷涂

等技术难题，完成年度研究报告、子课题验收、气化炉交付和现场吊装，为示范装置开车、项目

性能考核奠定基础。石油焦气化完成第三轮实验，工业化方案设计完成；新一代全热回收气化炉

多项重要技术环节均已突破，具备技术推广和产业化条件。大规模气化仿真模型、气化机理、煤

质特性等多项基础性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成功应用于多个项目，取得预期成效；智能工厂研发项

目稳步推进；积极推进瑞星高压煤气化试验装置与沧州正元试验基地建设，有效推动公司技术创

新基础条件的提升。 

全年完成专利申请 41 项，获得授权 21 项，其中发明专利 4 项（含国际发明专利授权 2 项），

实用新型专利 17 项。公司荣获“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氮肥、甲醇行业专利奖特等奖”

等多个奖项与荣誉。“航天炉无烟粉煤清洁高效转化技术”经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

技成果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加速了公司技术在劣质煤转化领域的推广应用。 

（6）报告期内，公司全力以赴，确保履约，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总承包项目克服新冠

疫情给项目现场施工带来的影响，现场项目部采取建立防疫小组、制定防疫应急处置预案、发放

防疫物资等措施，以最快的响应速度满足当地政府和建设单位复工复产的要求，在保障防疫安全

的前提下，抢时间抢进度，圆满完成公司专利专有设备和总承包设备材料生产交付和结算相关工

作，确保“三超”极限设备 3000 吨气化炉水陆联运的成功运输交付，完成全球最大直径多层包

扎设备瑞星粉煤给料罐的现场制作，完成了 9 台气化炉开车，开车成功率 100%，完成了山东联盟、

临泉三期的性能考核，把疫情影响降到了最低，完成了公司承担项目的合同履约。 

持续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在优化设计、采购、施工、开车、设备交付、售后服务等全

过程加强项目管理。持续加强项目管理体系建设，以 58 项项目管理制度为抓手，推动责任落实，



实现及时预警、防控风险，推进项目进展，确保公司项目目标和经营目标实现。 

（7）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规范法人治理机制及运行,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荣获第十一届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天马奖-最佳投资者关系奖、2019 年度金牛企业领袖

奖和 2020 年上市公司金质量企业领袖奖。加强合同履约监督管理,强化法律风险防范和控制。持

续完善规章制度体系建设工作，形成公司有效制度清单 252 项。通过强化制度执行评估与考核，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促进制度执行力提升。 

（8）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综合经营计划管理体系建设，打通公司项目实施全业务管理链条，

落实经营目标分解、管控、评价，强化计划目标与业务执行的联动管理，建立综合经营目标月度

监控报告制度及季度经济运行分析评价报告制度，有力的促进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实现。进一步强

化全面预算管理，推动项目预算与核算、定期结算有效对接。加强财务信息化，建立预算、合同、

供应链、资金、网报及核算的共享平台，实现业财有机融合。组织建立项目目标成本管理机制，

分类实施降本增效目标绩效考核，首次完成年度以项目目标成本及固化设计方案为基础的降本增

效量化考核，持续落实降本增效工作。 

（9）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完成了财务决算审计、内部控制审计、项目

专项审计等 10 项内部审计工作，并有重点的开展对采购业务、销售业务和合同管理等内控模块

和现场库存管理的专项内控评价，以查促建形成闭环管理，完善公司内控体系。持续推进公司以

风险为导向开展业务，加强合规管理意识，积极在合同管理、研发管理等方面开展风险管理实践，

加强对分公司、子公司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培训，重点关注行业政策风险、市场竞争风险、履

约风险等公司重要风险和相关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将风险管控在合理范围内。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20年 4月 28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

根据新收入准则调整报表项目及

金额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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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

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月 1 日执行。

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通知的规定对相

应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事项。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 

1、应收账款调整-282,746,856.27元； 

2、存货调整-61,660,247.74 元； 

3、合同资产调整 344,410,583.60元； 

4、递延所得税资产调整 493,737.32元； 

5、预收款项调整-448,029,160.39元； 

6、合同负债调整 451,324,222.08元； 

7、未分配利润调整-2,797,844.78元。 

其他具体情况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附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

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 

方式 直接 间接 

北京航天长征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 制造 100.00  
出资

设立 

其他说明： 

安徽昊源航天气体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20年 7月完成清算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