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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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锦科技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818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东冬

办公地址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 1 号

电话

0429-2709027

电子信箱

zqb@hangjintechnology.com

证券事务代表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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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517,714,409.71

1,789,970,249.98

-1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405,292.17

154,589,510.82

-4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1,257,530.48

147,532,742.99

-44.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935,934.76

131,743,648.95

-61.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3

-43.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2

-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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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
本报告期末

6.23%

-3.0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4,584,733,412.80

4,450,087,379.82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34,551,896.01

2,682,450,301.14

1.9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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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余昊月信息 境内非国有法
技术有限公司 人

持股数量

28.74%

198,300,000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0 质押

施玉庆

境内自然人

4.06%

28,039,000

0

彭朝晖

境内自然人

1.68%

11,593,285

0

杭州万珹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合伙企业（有限
人
合伙）

1.18%

8,174,668

0

张利群

境内自然人

0.92%

6,380,833

0

吴贵州

境内自然人

0.88%

6,079,141

0

张新容

境内自然人

0.72%

4,987,150

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六零四组合

0.65%

4,490,581

0

屠文斌

境内自然人

0.65%

4,472,280

0

王玉荣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3%

3,652,702

0

数量
198,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未获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的说明
行动人。
施玉庆所持股份 28,039,00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彭朝晖所持股份中有 11,491,785 股为其
信用账户持股数；杭州万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中有 7,797,668 股为其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用账户持股；张利群所持股份中有 6,286,033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吴贵州所持股份
明（如有）
6,079,141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张新容所持股份中有 4,982,85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
屠文斌所持股份 4,472,28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王玉荣所持股份中有 2,986,302 股为其
信用账户持股数；其余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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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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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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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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业绩综述
·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实现营业收入15.18亿元，同比下滑15.21%；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8,641万元，同比下滑
44.11%。

·

报告期内，公司电子板块实现营业收入2.68亿元，净利润4,973万元；营业收入同比增幅为0.17%，净利润同比下滑8.16%；
占合并报表口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7.67%和57.55%。

·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主要化工产品销售均价下行，化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2.49亿元、净利润3,668万元，同比分别下滑
17.92%和63.48%。

·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实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5,094万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入1.32亿元，同比下降61.34%。

化工板块
（一）生产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装置均满负荷运营，主要产
品产量稳定，完成烧碱20.50万吨、环氧丙烷5.89万吨、聚
醚3.40万吨，分别完成全年作业计划的47.13%、47.47%、
31.61%。
图 主要产品完成产量（单位：万吨）

（二）销售情况
受到外部市场环境的不利影响，公司第一大产品烧碱
于报告期的销售均价有所下滑，同比下降22.13%，但其产
销比仍高达102.83%。
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新冠疫情导致下游停工，而
使得供大于求，因此环氧丙烷及聚醚等产品在报告期内的
销售均价均有下滑。
报告期内，为减少新冠疫情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销售部在复工复产的第一时间积极开发新客户，并通过提
升服务水平增强客户粘性。报告期内，公司共新增客户92
家，其中直营渠道客户55家。

图 主要产品平均售价（单位：元/吨）

（三）采购情况
为了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保证原材料的供应稳定性，
公司供应部门致力于拓展新的采购渠道，报告期内开发新
供应商7家。在管理精细化原则的指导下，公司简化了物
资采购流程，缩短了采购周期，加快了物资周转效率。供
应部门降本增效的手段还包括行业对标、择优选用、波段
化操作、比质比价。
报告期内，因公司选购高一级品质的原材料，叠加人
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自印度进口原盐的平均采购成本有
所升高，增幅约为11.32%。另外，其他主要产品对应的原
材料采购成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图 主要产品原料的平均采购成本（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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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板块
公司自2017年通过收购长沙韶光与威科电子切入军
工电子领域，历经两次战略转型发展阶段，目前已形成以
长沙韶光和威科电子为主线的产业格局，主要围绕高端芯
片和通信两大领域，覆盖高端芯片、北斗以及通信射频三
大产业，布局了半导体材料、芯片、组件的研发设计、集
成、封测，构筑公司电子板块内部生态链。
报告期内，电子板块营业总收入与去年基本持平，净
利润下滑8.16%。电子板块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占合并报表
口径17.67%与57.55%。长沙韶光于报告期内在合并报表层
面为公司贡献利润4,33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贡献增加了
17.64%。威科电子于报告期内在合并报表层面为公司贡献
利润72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贡献下滑50.41%。
报告期内，公司电子板块长沙韶光业务稳中有增，营
业收入增幅为20.71%。公司组件产品收入同比增加34.61%，
封装收入同比增加10.57%；长沙韶光研发支出占其营业收
入的5.05%，较去年同期占营业收入比重增幅为1%。
报告期内，威科电子由于受疫情以及厂房搬迁影响，
收入有所下滑。威科电子主要原材料电极浆料主要依靠国
外进口，报告期内受国际大环境影响，贵金属价格上涨带
动电极浆料采购价上升。此外，威科射频处于先期投入期，
报告期内尚处于亏损阶段，故威科电子合并口径净利润下
滑。
报告期内，公司电子板块各子公司主要情况如下：
长沙韶光：（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与军工的各
类项目竞标，特别是在今年军工极为重要的专项工程中，
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承接了十几个品种的研发任务，
获得研发经费近2000万；同时去年承接的各军兵种十几个
研发项目中，已有五个项目通过用户验证，为某型装备进
行配套，为进入下一步量产阶段做好了准备工作。（2）
2020年3月，荣获湖南省工信厅两化融合试点企业；（3）
2020年4月，荣获长沙市新一代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4）报告期内，获得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将计算机技术与微电子学技术融合，保证
芯片在功能设计上能够兼容图形加速处理器。

威科电子：（1）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用户新品研制
开发项目合计18项，威科电子研发费用（集成电路板块）
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幅为25.38%；（2）报告期内，公司
顺利通过XX体系升级换版，为企业获取更多军品订单，
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3）公司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
研制开发仪器仪表产品，并结合母公司平台进行市场开拓，
取得了实质性新进展；（4）深度参与某军工院所国产替
代产品项目的研制开发，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武汉导航院：（1）2020年6月武汉导航院在中国卫星
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组织的“北斗全球系统高精度基础类
产品-多模多频高精度模块（全球信号）”性能比测中名列
前茅，站稳国内同类产品第一梯队；（2）2020年6月，武
汉导航院董事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刘经南获2019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3）
在项目方面，①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承担“北斗国
际标准推进与实施——接收机国际通用数据标准标准化
推进工程(2019-2020年度)”项目；②为贵州、青海、宁夏、
湖北、浙江、深圳等多省市提供设备以及地灾监测解决方
案；③在电力行业，承担电力北斗精准服务网基准站勘察
设计项目、电力北斗精准服务网地基增强系统建设（二期）
总体设计，项目涉及湖南、湖北、浙江、重庆、江西、陕
西、安徽等多省；④此外，在手订单产品应用于智慧农业、
智慧矿山、塔机云管理、安全管控等多领域。
泓林微：（1）5月份完成上海AIP/SIP 研发技术团队
的组建工作，含5名博士、5名硕士，高级工程师若干，核
心成员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中科院微系统所等；（2）
在上海研发技术团队成立后，与4家研究所签署了项目开
发协议，承接了4个项目，负责射频产品的开发、设计，
预计可在3-6个月完成，预计可实现营收近300万。这是该
团队成立后短期内获得的订单，未来市场需求空间较大。
（3）泓林微作为华为二级供应商，配合华为一级供应商
竞标成功4个华为5G微基站项目，预估天线需求总金额约
3000万。目前项目处于开发阶段，预计在10月可实现小批
量供货。（4）在天线业务板块，6月份自主开发的自动焊
接机项目落地，部分焊接站实现由机器取代人工作业。
威科射频：（1）报告期内，威科射频在东莞建成工
程生产中心，克服疫情影响，在复工复产的第一时间启动
生产线建设，并于2020年6月顺利投产；（2） 威科射频
研发中心将落地深圳，以向昊为核心的研发团队，积极投
入研发工作；（3）威科射频订制的几台关键设备将于年
底到厂安装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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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 修订印发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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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实施；其他境内
上市企业，自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预收款项账面余额为68,494,342.03人民币元，按照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预
收款项余额调至合同负债进行核算。 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母公司预收款项账面余额为54,805,025.40人民币元，按照新
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余额调至合同负债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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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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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7家，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本期合并范
围注销1家，湖南九强自控科技有限公司，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卫东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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