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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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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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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79,156,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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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81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东川

邢丹丹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 1627 号中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 1627 号中信
信泰富大厦 38 楼
泰富大厦 38 楼

传真

027-82200882

027-82200882

电话

027-82200722

027-82200722

电子信箱

zqb@hangjintechnology.com

zqb@hangjintechnolog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半导体电子和基础化工原料双主业。
1、公司业务架构体系
报告期内，基于公司目前业务构成情况，经营管理层将战略方向调整为“化工、军工、电子”三大板块共同发展的经营策
略，以化工、军工板块为底层资产，做大做强电子板块。随着化工行业产业链景气周期的到来，化工板块为公司发展提供了
较为充足的现金流；继收购长沙韶光和威科电子后，军工板块通过三年的经营，经营情况较为稳定，业绩保持平稳增长；电
子板块由泓林微、威科射频、武汉导航院等主体构成，是公司重点培育发展的企业。公司通过结构化调整、资源赋能等方式，
加速各业务单元的业务成长、实现自我循环和相互间业务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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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工板块业务
（1）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公司军工板块以芯片产品为核心，产品涵盖存储芯片、总线接口芯片、模拟芯片、图形处理芯片、特种FPGA、多芯片
组件等。军工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兵器装备、机载雷达、舰载雷达、卫星通讯、电子对抗、雷达及末端制导、灵巧武
器等。
（2）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军工板块产品，大多采取直接销售的销售模式，直接面对客户了解需求，与客户持续沟通，在达成购买意向后，就
产品价格、供货周期、技术服务等商务条款与客户达成一致并签订合同。
3、电子板块业务
（1）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公司电子板块产品涵盖射频芯片、通信天线、北斗产品等。电子板块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领域、医疗电子、工业控制领
域、汽车电子、手机射频模组、导航、授时服务、地灾检测、高精度定位等。
（2）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电子板块产品，大多采取直接销售的销售模式，直接面对客户了解需求，与客户持续沟通，在达成购买意向后，就
产品价格、供货周期、技术服务等商务条款与客户达成一致并签订合同。
4、化工板块业务
（1）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公司化工板块主要从事基础化工产业，主要产品以“烧碱、环氧丙烷、聚醚”为主，形成以三大产品为主的工业化生产格
局。公司主要产品烧碱广泛应用于石油、钢铁、化纤、玉米深加工、造纸等行业，主要服务客户包括多家东北地区的大型国
有企业、上市公司。环氧丙烷下游行业以聚醚、纤维素、碳酸二甲酯、表面活性剂为主，聚醚下游行业以家具海绵、汽车海
绵及内饰、冷链、建筑保温、塑胶跑道、密封胶、发酵行业为主。
（2）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化工板块产品，烧碱、环氧丙烷以“满产满销”为原则“以产定销”，聚醚产品以各行业客户需求为主“以销定产”。公
司采用直销和经销混合的模式销售，烧碱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我公司也是东北最大的烧碱生产企业；环氧丙烷销售区
域主要包含东北、山东、河北。聚醚销售区域广泛，东北、华中、华东、华南均衡销售，陆运、海运各半。公司通常会根据
客户的要货需求，从生产、物流、售后整个业务流程向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最大程度让客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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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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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总资产

5,250,366,452.34

4,828,881,400.27

8.73%

4,450,087,37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46,853,029.38

2,877,342,632.39

19.79%

2,682,450,301.14

2021 年
营业收入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

2019 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4,858,570,751.27

3,536,491,591.91

37.38%

3,773,945,83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2,306,304.55

236,199,051.69

210.04%

306,662,51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4,516,909.51

244,791,387.34

183.72%

300,463,49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2,159,015.11

181,354,272.00

298.20%

219,974,768.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8

0.34

217.65%

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8

0.34

217.65%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0%

8.49%

14.51%

12.1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171,610,937.16

1,121,477,888.76

1,176,618,733.88

1,388,863,19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155,418.85

195,278,309.94

228,363,313.12

96,509,26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5,227,566.52

195,082,040.06

214,178,078.67

80,029,224.26

89,018,374.61

130,141,700.60

250,867,936.85

252,131,003.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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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42,162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38,98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武汉新能实业
国有法人
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16.69% 113,363,924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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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昊月信息 境内非国有
技术有限公司 法人

10.47% 71,138,276

0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3.95% 26,814,507

0

彭朝晖

1.97% 13,409,5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行业景气混 其他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79% 12,180,748

0

王世忱

1.55% 10,494,168

0

杭州万珹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1.20%

8,174,668

0

张利群

境内自然人

1.19%

8,071,440

0

张新容

境内自然人

1.01%

6,843,350

0

0.88%

6,000,000

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自有资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公司第一、第二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获知其余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动的说明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武汉新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中有 30,000,00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新余昊月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中有 15,000,00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彭朝晖所持股份中有 13,398,000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杭州万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中 7,797,668 股为其信用
说明（如有）
账户持股；张利群所持股份中有 8,067,24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张新容所持股份 6,843,35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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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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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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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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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原控股
股东新余昊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武汉新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书》，新余昊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其
持有的公司113,363,924股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武汉新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完成解除质押并过户登
记的手续。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武汉新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16.69%，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详见2021年1月2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
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2、2021年9月26日、2021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16次临时会议及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故拟对公司注册地址进行变更。拟将公司注册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1号”变更为“湖北省武
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1627号中信泰富大厦38楼”。详见2021年4月12日、2021年9月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拟
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5）。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卫东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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