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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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维

独立董事

公务原因

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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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642,34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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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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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3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文辉

王先定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梁溪路 792 号

无锡市滨湖区梁溪路 792 号

传真

0510-85500738

0510-85500738

电话

0510-85700611

0510-85707738

电子信箱

fwh668@163.com

wangxianding2008@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发动机控制系统及衍生产品、国际合作和非航民品及其他三大业务。其中，发动机控制系统及
衍生产品主要包括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燃气轮机控制系统产品及衍生产品的研制、生产、修理和销售；国际合作主要是为
国外航空企业提供联合设计开发和航空转包业务。非航民品及其他业务主要涉及以动力控制系统核心技术为基础，重点向新
能源控制、汽车自动变速控制、工程及行走机械配套产品等相关领域辐射和衍生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
（二）公司经营模式
从产业链上看，公司产业链涵盖研制、生产、试验、销售、维修保障等五大环节；国际合作业务以航空转包生产为主，

1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目前正积极拓展航空产品联合开发模式。
从业务范围看，公司经营进一步聚焦航空主业，主要产品为发动机控制系统及衍生产品。为更好的统筹实施“两机”专项，
公司收缩了与主业关联度低、产品附加值低且与公司资源冲突的非航民品市场。
（三）报告期内行业情况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是发动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控制系统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航空发动机的性能和可靠性。公司作为国
内主要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研制生产企业，在军用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方面一直保持领先，与国内各发动机主机单位均有密
切合作，并与国际知名厂商GE、霍尼韦尔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随着国家“两机”专项的推进实施，公司作为专项
实施的承载者之一，将在自主产品研制和能力建设上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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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2,553,462,477.65

2,503,911,788.69

1.98%

2,598,433,02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639,976.96

208,844,364.68

4.21%

196,245,83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609,918.15

124,251,345.43

59.04%

163,506,20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7,437,904.96

186,784,473.50

434.00%

634,596,536.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00

0.1823

4.22%

0.17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00

0.1823

4.22%

0.17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4.32%

0.01%

4.22%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7,176,182,734.68

6,847,113,566.34

4.81%

6,948,471,74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31,353,294.42

4,935,019,388.73

3.98%

4,744,882,881.6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565,388,359.68

659,525,701.56

659,594,813.34

668,953,60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582,041.91

106,681,500.08

50,144,771.89

24,231,66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52,409.92

103,638,088.93

34,750,602.54

26,268,816.76

-181,215,145.89

333,728,323.40

-32,411,392.36

877,336,1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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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1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96,48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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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东总数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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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中国航发西安
动力控制有限 国有法人
责任公司

23.34% 267,438,629

0

中国航发南方
国有法人
工业有限公司

17.39% 199,200,000

0

中国航发北京
长空机械有限 国有法人
责任公司

12.46% 142,732,429

0

贵州盖克航空
机电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9.28% 106,276,529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 其他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1.10% 12,582,239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91% 10,464,8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 其他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0.91% 10,385,683

0

中国航发沈阳
黎明航空发动
国有法人
机有限责任公
司

0.67%

7,668,300

0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前海
开源中航军工 其他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0.53%

6,050,049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未来主题 其他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0.25%

2,899,989

0

数量

上述股东中的中国航发西控、中国航发南方、中国航发长空、中国航发黎明均为中国航发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理的单位，盖克机电为航空工业控股的单位，该五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
动的说明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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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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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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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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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公司积极贯彻落实总体战略部署，全力聚焦主业，全面推进
“两机”专项实施，强化重点型号科研生产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各项科研生产任务；深化改革调整，全力提质增效，经济运行
质量和效益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和提升；通过完善质量体系建设，加强关键环节质量过程控制和技术攻关，产品质量保持稳定，
主要经营指标、科研生产交付以及各项重点工作基本完成了年度目标。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5,346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58,700万元的98.7%，同比增加1.98%；实现利润总额25,740万
元，完成年度目标25,557万元的100.72%，同比增加4.57%；实现净利润21,707万元，同比增加3.02%；截止2017年末，净资
产为513,135万元，同比增加3.98%。

公司三大业务板块的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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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动机控制系统及衍生产品业务稳健增长
公司承担了国内军用航空动力控制系统产品的研制、生产和服务保障业务。2017年借助国家“两机”专项实施的机遇，
公司坚持聚焦“发动机控制系统及衍生产品”主业，核心技术能力持续增强，深化开展了“两机”专项技术研究，扎实推进
了工艺技术研究应用；推进AEOS体系建设，研发体系、生产制造体系、供应商管理体系、服务保障体系、质量管理体系不断
完善，有效保障了科研生产任务及产品交付，实现营业收入204,517.65万元，同比增长1.10%。
2.大力推进国际合作业务
进一步强化客户意识和市场意识，突出技术与效益，提高合作层次，积极承接与公司主业相关的国际合作业务及产品，
加强了与英国罗罗、法国斯奈克玛、美国MOOG、GE、霍尼韦尔等现有客户在存量业务上的密切合作。本年国际合作业务实现
营业收入25,237.90万元，同比增长15.28%。
3.非航民品产业结构进一步趋向合理
2017年，公司积极推进瘦身健体、提质增效，进一步对非航民品业务进行优化调整，收缩与主业关联度低且盈利能力差
的产品，系列化发展电磁阀、液压执行机构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5,590.70万元，同比下降2.35%，降幅趋缓。营
业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2017年持续缩减非主业且低附加值的业务，虽收入同比下降，但非航空民品产业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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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以下简称《企
业会计准则第42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财政部于2017 年12月2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同时在编制
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上述新发布《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中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的修订，
导致本公司相应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1.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中改为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
2.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由计入营业外收支改为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计入其他收益的，在合并利润
表与利润表中单独列报该项目。
3.与公司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
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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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由计入营业外收支改为计入资产处置收
益，在利润表中单独列报该项目。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规定，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规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
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规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表。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本公司本报告期的净利润。对于本报告期内合并利润表与利润表列报的影响如下：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持续经营损益
持续经营损益
其中：资产处置收益
增加 -1,915,365.24
其中：资产处置收益
增加 -1,414.00
其他收益
增加22,252,555.77
其他收益
无
营业外收入
减少22,945,760.29
营业外收入
无
营业外支出
减少2,638,406.38
营业外支出
减少1,414.00
投资收益
减少29,836.62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及业务实际发生的情况，本期对
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变更如下：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
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5,255,707.33
对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作出会计估计变更：由原来计入账龄组 应收账款坏账
合按照期末余额账龄的百分比计提坏账的军方货款，本次单独增加军方组合； 准备
军方组合确认依据为军方货款；报表日对应收军方货款，不计提减值准备，当
发生减值迹象时，单项进行减值测试。
此次变更能够更加接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且影响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3）重大前期差错更正
本公司本报告期无重大前期差错更正事项。
会计师事务所对应当披露的相关事项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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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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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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