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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1                           证券简称：晨曦航空                           公告编号：2021-063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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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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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曦航空 股票代码 30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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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妮 张笙瑶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69 号创业园 C 区 11 号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69 号创业园 C 区 11 号 

电话 029-81881858 029-81881858 

电子信箱 XACXHK@163.com XACXHK@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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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43,494.54 36,413,609.26 20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81,003.57 -4,008,770.07 29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027,558.66 -15,659,608.89 12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892,170.68 20,411,146.77 51.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2 -0.0130 29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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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2 -0.0130 29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 -0.61%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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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053,907.98 892,782,510.95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5,547,945.96 716,506,985.71 1.2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9,16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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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安汇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57% 134,707,138  质押 32,004,000 

北京航天星控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69% 57,798,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中证军工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2,282,9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1,240,920    

高文舍 
境内自然

人 
0.34% 1,0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中证军工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944,40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5% 762,054    

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幻方星月石7号私募基

金 

其他 0.16% 502,760    

熊永祥 
境内自然

人 
0.15% 470,03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5% 449,5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汇聚科技与航天星控存在关联关系，二者的控股股东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

坚，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吴坚持有汇聚科技 69.2308%的股权，持有航天

星控 91%的股权。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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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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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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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 

公司于2020年7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至2020-041）。 

后由于资本市场环境、政策的变化等诸多因素，公司终止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发行方式，并于2020年8月7日及2020年8月

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8日及8月24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至2020-056、2020-059）。 

鉴于公司已与原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终止战略合作，并综合考虑项目立项备案及项目进展情况等诸多因素，公司决定对

相关文件进行修订，并于2020年9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至2020-076）。 

公司已于2020年12月1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的通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4）。 

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1〕020128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1）。 

公司于2021年6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06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汇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航天星控科技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23日通过公司披露了

减持计划，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1年3月17日至2021年6月1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

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152,8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截止2021年6月15日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汇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北京航天星控科技有限公司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未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未实施。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

年6月1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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