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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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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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石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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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9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卫军

赵兵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世纪大道 55 号
启迪科技会展中心 1603 室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世纪大道 55 号启
迪科技会展中心 1602 室

电话

029-33675902

029-33675902

电子信箱

wjzhao2001@sohu.com

bzhao0697@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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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700,077.91

1,028,115,701.06

-3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652,771.37

-46,771,755.96

-16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7,950,680.23

-43,685,596.71

-170.00%

75,340,774.23

-121,477,419.25

162.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11

-0.0696

-16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11

-0.0696

-16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7%

-1.53%

-6.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3,627,792,710.37

3,636,116,696.24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81,780,015.67

1,526,506,604.82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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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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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状态
数量
数量

张政

境内自然人

18.81%

126,303,102

94,727,326 质押

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33%

69,368,005

四川富润企业重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8.33%

55,968,005

申万菱信基金－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申万菱信－引领资本 1 号大股东 其他
增持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80%

12,117,726

咸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4%

9,024,744

谭雄

境内自然人

0.95%

6,383,538

上海铂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铂祥
其他
FOF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71%

4,796,597

卢伟刚

境内自然人

0.66%

4,427,900

姜鹏飞

境内自然人

0.66%

4,424,252

宋雅

境内自然人

0.66%

4,414,9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申万菱信基金－四川发展引领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引领资本 1 号大股东增持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为
同一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以上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25,499,999

前 10 名股东中，上海铂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铂祥 FOF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在报告期末持
有公司股份 4,796,597 股，报告期初持有 5,994,140 股，报告期减持 1,197,543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姜鹏飞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在报告期末
持有公司股份 3,164,052 股，报告期初持股 3,164,052 股，报告期持股数量未发
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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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170.01万元，营业利润-12,419.53万元，利润总额-12,952.9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利润-12,165.28万元。
1、Gardner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
2020年年初发生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民航业造成了重大影响，公司的经营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Gardner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6.13%。
上半年，随着各国相继采取疫情防控措施，Gardner相应进行了防控，除了在印度工厂关闭4周时间外，
所有的工厂在疫情期间都保持了正常运行。Gardner的主要客户调低了飞机建造计划，订单相应减少。
Gardner采取各种措施，以降低成本，并向各当地政府申请享受疫情期间相关政策。
为应对当前的行业环境，Gardner积极开拓新的客户，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未来有望进一步提高Gardner
的营业收入。
Gardner在2020年5月再次获得了空客D2P的全球合作伙伴地位的荣誉，有利于Gardner在未来航空制造
行业的复苏中与空客业务共同复苏。
2、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
根据2019年12月1日实施的《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以及2019年12月30日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发出
的《关于加强秦岭地区矿业权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炼石矿业所持有的矿山部分位于秦岭
山系主梁两侧1000米的核心保护区内，禁止开发矿产资源。炼石矿业《采矿许可证》延期申请被退回，因
而，炼石矿业已全面停止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务，目前仍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后续处理方案。
3、成都航宇超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报告期，成都航宇继续承接多项预研、在研、在役重点机型复杂单晶叶片的研发及生产任务，按合同
准时交付了多批次零件，产品质量满足客户要求。
报告期内，成都航宇提供的单晶叶片配装某型发动机完成首飞，并通过了寿命期地面长试考核。该项
目的成功实施，完善了成都航宇从单晶叶片毛坯至成品的全流程制造能力，彰显了技术团队的研发能力，
对公司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4、加德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由于疫情原因，空客的现场认证受到很大影响。因受疫情防控措施的限制，空客暂时还无法
进入现场认证。公司仍在积极进行生产准备工作，待疫情稳定后，尽快完成认证，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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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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
施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原预收销售客户货款在“预收账款”中列报，现在有销售合同
的“预收账款”在“合同负债”中列示，无销售合同的“预收账款”在原会计科目“预收账款”中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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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张政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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