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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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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袁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谢金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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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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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906,349.99 1,186,680,464.57 2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657,602.92 -61,011,667.56 13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242,011.52 -67,149,716.00 12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707,690.25 27,218,778.82 -28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6 -0.0825 129.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6 -0.0825 129.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4% -1.49%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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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1,360,252.85 7,309,676,732.28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70,810,398.28 4,345,016,908.12 0.5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940,188.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6,639.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16,520.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716.20  

合计 5,415,591.4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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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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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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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中

国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 
国有法人 17.32% 138,229,809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5% 91,393,112    

益圣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6% 34,771,654 25,947,722   

益圣国际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 11,501,457 9,405,131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0% 10,393,209    

中航证券－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中航证券兴航 6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9% 7,100,900    

富国基金－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富国基金航发 1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4% 6,684,000    

博时基金－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博时基金稳航 1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8% 6,187,9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9% 3,874,582    

中国航天科工运载技术研究院北

京分院 
国有法人 0.34% 2,717,67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海鹰机

电技术研究院） 
138,229,809 人民币普通股 138,229,809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91,393,112 人民币普通股 91,393,112 

益圣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8,823,932 人民币普通股 8,823,932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393,209 人民币普通股 10,393,209 

中航证券－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航

证券兴航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100,900 人民币普通股 7,100,9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富国基金－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富国

基金航发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6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84,000 

博时基金－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时

基金稳航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187,954 人民币普通股 6,187,9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74,582 人民币普通股 3,874,582 

中国航天科工运载技术研究院北京分院 2,717,673 人民币普通股 2,717,673 

叶其兴 2,544,689 人民币普通股 2,544,6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益圣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益圣国际有限公司是航天科工海鹰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航天科工海鹰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

院的全资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运载技术

研究院北京分院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事业单位。中航证券－

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航证券兴航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富国

基金－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航发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博时基金－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稳航 1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由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涉及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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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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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180,468,344.75 136,650,225.47 32.07% 航天应用业务预付款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4,077,369.42  100% 为金融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在建工程 90,297,326.48 66,937,424.93 34.90% 生产线及设备投入所致。 

使用权资产 669,894,609.38  100% 新租赁准则会计政策调整所致。 

短期借款 2,999,108.29 14,534,171.76 -79.37% 偿还借款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1,268,080.23 3,950,024.33 -67.90% 为金融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租赁负债 639,584,765.35   100% 新租赁准则会计政策调整所致。 

长期应付款   393,624,407.70 -100% 新租赁准则会计政策调整所致。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3,720,209.02 2,549,441.11 45.92% 税金及附加费用计提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779,024.39 33,319,355.05 -97.66% 汇率变动所致。 

其他收益 12,267,450.03 7,215,048.84 70.03% 境外疫情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29,315.07 -499,615.23 205.94% 为参股企业投资收益变动及现金管理收益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707,690.25 27,218,778.82 -289.97% 购买商品等经营活动投入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2,249.18 -63,924,162.19 69.38% 固定资产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58,077.75 568,796,052.16 -98.14% 上年同期为配股融资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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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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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IEE 子公司 否 
欧元美

元远期 

11,757.2

2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11,757.2

2 

13,549.

72 

11,605.7

8 
 

13,701.

16 
3.02% -80.75 

IEE 子公司 否 
欧元日

元远期 

2,592.6

8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2,592.6

8 

2,086.5

9 

2,654.4

3 
 

2,024.8

4 
0.45% -79.63 

合计 
14,349.

9 
-- -- 

14,349.

9 

15,636.

31 

14,260.

21 
 15,726 3.47% -160.38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1 年 03 月 31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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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IEE 公司是一家在全球主要汽车市场均开展国际业务的跨国公司，包括欧洲、美洲及

亚洲市场。在业务开展过程中，除中国本地市场销售采购采用人民币结算外，与客户

及供应商主要采用欧元、美元进行结算，另有部分采购使用日元结算。汇率变动风险

也因此成为 IEE 公司主要经营风险之一。当前，国际主要外汇交易市场或银行均提供

成熟的规避外汇风险的金融衍生交易产品。对于规避汇率变动风险，主要提供汇率期

权、远期合同等金融衍生产品。多数具有国际外汇结算需求的跨国企业均购买相关产

品规避汇率变动风险。而 IEE 公司在多年来，也一直采用购买金融衍生产品的方式，

锁定、规避外汇汇率变动风险。产品限于两年以内的中短期产品，合作银行限定为 ING 

Luxembourg, KBC, BANQUE POPULAIRE, WESTERN UNION 等境外大型商业银行及

国有大型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IEE 公司对衍生品投资与持仓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与

控制，具体说明如下：1.市场风险：公司目前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主要为远期合约、

外汇期权产品以及利率掉期产品，投资存续期内存在因标的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波

动导致金融衍生品价格变动，从而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但此部分损益属于浮动盈

亏，不影响该类衍生品投资最终收益；2. 信用风险：公司进行的衍生品投资交易对手

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银行，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3. 流动性

风险：公司目前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均为远期合约、外汇期权产品，以公司收付汇

业务为基础，实质未占用可用资金，流动性风险较小；4.操作风险：内部流程不完善、

员工操作、系统等原因均可能导致公司在外汇资金业务的过程中承担损失。控制措施：

公司已明确了外汇资金业务的职责分工与审批流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通

过加强业务流程、决策流程和交易流程的风险控制，有效降低操作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本公司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例如以远期外汇合同和利率互换，分别对汇率风险和利率

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衍生金融工具初始以衍生交易合同签订当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并以其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为正数的衍生金融工具确认为一项资产，公

允价值为负数的确认为一项负债。但对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

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工具，按成本计量。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IEE 公司为规避汇率风险所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是基于对未来外汇收支的合

理估计和目前外汇收支的实际需求，业务流程合法合规，市场风险和履约风险是可以

控制的。同意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20年3月配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公司借款、补充流动资金。截止2021年3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为358,419,164.48元。本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补充经营流动资金5,000,000元，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产品收益共计

555,554.83元。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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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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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2,000 0 0 

合计 2,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

况索引 

2021 年 01 月 2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情况，

未提供材料。 
不适用 

2021 年 02 月 0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情况，

未提供材料。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0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配股除权价格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问题，未提供材料。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0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汽车电子业务、军工业务及

业绩情况，未提供材料。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26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 CEMS 设备在监测二

氧化碳排放相关事项及季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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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业绩情况，未提供材料。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宁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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