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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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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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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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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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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9-33675902 029-33675902

电话 029-33675902 029-33675902

电子信箱 wjzhao2001@sohu.com bzhao0697@soh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为航空精密零部件、结构件的生产和销售，公司拥有的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

成都航宇超合金技术有限公司、Gardner�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及参股公司成都中科航空发动

机有限公司、朗星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等，构建了“铼元素→高温合金→单晶叶片→航空零部件→航空发

动机→大型无人机整机” 完整的产业链。

报告期，公司的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于全资公司Gardner，该公司其主要是制造加工各种航空器相关精

密零部件、结构件等，包括飞机的机翼前缘表层、发动机相关部件、起降设备、油泵罩等核心部件以及翼

桁,机翼表层,翼梁，超大型机翼骨架，飞机地板横梁和座椅导轨等。 其生产的零部件主要应用于宽体/窄

体商用客机、直升机、引擎、其他飞行器、工业产品等。 此外，Gardner还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包括配套物

流和快速车间服务等。 其中收入占比最大为宽体/窄体商用客机应用的零部件。 主要客户为空中客车，其

他还有GKN、湾流、皮拉图斯、RUAG、赛峰集团、Spirit、Triumph等航空航天领域的企业。

报告期，成都航宇累计承接预研、在研、在役重点机型复杂单晶叶片的研发及生产任务10余项。 自

2018年底至今，成都航宇陆续与客户签订订单累计9422.26万元。成都航宇目前仍在积极推进海外市场的

开拓。

公司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的产品主要是钼精粉，钼精粉市场近年来一直不太景气，炼石矿

业也未给公司带来效益，其经营收入占比也越来越小。根据《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炼石矿业《采矿

许可证》存在无法再获得续期的情况。 由于目前陕西省政府及相关部门仍未有对关停企业的具体措施和

政策出台，解决和应对措施仍需继续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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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1,979,862,596.96 1,602,519,879.44 23.55% 752,737,59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8,449,345.11 24,551,990.93 -6,406.82% 57,893,24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70,807,764.49 -210,597,367.72 -645.88% -219,216,34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722,543.96 56,227,901.14 57.79% -70,297,921.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3056 0.0425 -5,524.94% 0.1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3056 0.0425 -5,524.94% 0.1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36% 1.38% -68.74% 3.96%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年末

总资产 3,636,116,696.24 5,207,278,611.07 -30.17% 5,220,762,28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26,506,604.82 3,071,037,360.12 -50.29% 1,499,859,626.1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41,304,542.54 486,811,158.52 464,838,083.37 486,908,81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19,231.69 -15,852,524.27 -22,854,268.66 -1,478,823,32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5,762,692.62 -7,922,904.09 -23,581,121.55 -1,503,541,046.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025,954.76 -9,451,464.49 103,155,333.73 210,199,9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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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1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5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张政 境内自然人 18.81% 126,303,102 105,902,326 质押 125,4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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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大股东增持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80% 12,117,726

谭雄 境内自然人 1.36% 9,160,638

咸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4% 9,02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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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89% 5,994,140

卢伟刚 境内自然人 0.73% 4,888,400

宋雅 境内自然人 0.66% 4,414,91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其他 0.63% 4,25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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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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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4,140股， 报告期初未持股， 报告期增持5,

994,14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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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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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7,986.26万元，营业利润-156,890.30万元，利润总额-154,809.57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利润-154,844.93万元。 主要是公司对并购Gardner公司形成的商誉计提减

值112,097.45万元。其次，根据《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炼石矿业后续经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计

提资产减值36,391.79万元。

1、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19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合计 1,979,862,596.96 100% 1,602,519,879.44 100% 23.55%

分行业

航空制造 1,827,454,165.64 92.30% 1,494,226,801.52 93.24% -0.94%

有色金属矿产采选 82,349,212.10 4.16% 73,838,509.37 4.61% -0.45%

其他 70,059,219.22 3.54% 34,454,568.55 2.15% 1.39%

分产品

商用航空部件 1,765,433,869.27 89.17% 1,376,922,368.53 85.92% 3.25%

其他航空部件 62,020,296.37 3.13% 117,304,432.99 7.32% -4.19%

钼精粉 82,349,212.10 4.16% 73,838,509.37 4.61% -0.45%

其他 70,059,219.22 3.54% 34,454,568.55 2.15% 1.39%

分地区

国外 1,863,724,983.95 94.13% 1,524,132,885.41 95.11% -0.98%

国内 116,137,613.01 5.87% 78,386,994.03 4.89% 0.98%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分行业

航空制造 1,827,454,165.64 1,441,854,742.90 21.10% 22.30% 25.70% -2.13%

分产品

商用航空部件 1,765,433,869.27 1,393,075,014.86 21.09% 28.22% 31.67% -2.07%

分地区

国外 1,863,724,983.95 1,474,835,353.37 20.87% 22.28% 25.88% -2.26%

3、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和产品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9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航空制造 原材料 727,884,596.23 47.01% 478,617,085.60 40.71% 6.30%

航空制造 燃料动力 46,504,025.07 3.00% 36,383,887.89 3.09% -0.09%

航空制造 直接人工成本 468,388,409.89 30.25% 407,614,074.21 34.67% -4.42%

航空制造 制造费用 305,695,745.54 19.74% 251,924,969.94 21.43% -1.69%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9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有色金属矿采选 原材料 36,286,954.01 49.27% 38,475,849.60 53.10% -3.83%

有色金属矿采选 燃料动力 9,861,626.02 13.39% 8,451,303.78 11.66% 1.73%

有色金属矿采选 直接人工成本 3,969,691.13 5.39% 3,755,948.85 5.18% 0.21%

有色金属矿采选 制造费用 23,530,914.98 31.95% 21,779,663.42 30.06%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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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商用航空部件 1,765,433,869.27 1,393,075,014.86 21.09% 28.22% 31.67%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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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23.55%，营业成本较上年增加30.08%，主要原因是NAL合并报表期间

不同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对并购Gardner公司形成的商誉计

提减值112,097.45万元。 其次，根据《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炼石矿业后续经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

性，计提资产减值36,391.7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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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 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 套期会计（2017�年

修订）》（财会 〔2017〕9�号）， 于 2017�年5�月2�日发布了 《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14�号）（上 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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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企业自 2018�年1�月1�日 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批准

说明1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 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公司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

批准

根据财会〔2019〕8�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的通知》和财会〔2019〕9�号《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 务重组》的通知》，财政部修订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和核算要求，相关修 订适用于 2019�

年 1�月 1�日之后的交易。

说明1：2019年1月1日，本集团应收票据账面价值7,010,099.00元，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应收票据

金额7,010,099.00，本集团持有该票据既有收取合同现金流的目的，同时具有转让的目的。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本集团将持有应收票据既有收取合同现金流的目

的，同时具有转让的目的的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报表列示为

应收款项融资； 本集团将持有应收票据具有收取合同现流流目的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报

表列示为应收票据。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本集团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 变

更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

2019年首次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应收票据 7,010,099.00 -7,010,099.00

应收款项融资 7,010,099.00 7,010,099.00

2、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

3、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将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更换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更换前，公司与原审计机

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充分沟通，并征得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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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

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比例

（%）

股权取

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依

据

购买日至年末被购

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年末被购

买方的净利润

FDM 股权交割日 829,012.73 100.00 购买

2019年11月12

日

工商变更日期 1,085,427.03 -239,752.25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公司子公司Gardner公司于2019年08月07日新设加德纳航空（成都）有限公司，纳入Gardner公司

合并范围。

本公司子公司Gardner公司子公司Belesta公司被FOIX商业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开启破产程序，

经商议后，法院根据提出的要约宣布将Belesta公司接管，并强制清算Belesta公司。 Gardner公司失去了

对该公司的控制权， 因而该公司自进入法律程序之日起， 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9年10月28日，

FOIX市商业法庭强制清算Belesta公司。

董事长：张政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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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11,000.00万元 亏损：4,677.1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1638元 亏损：0.0696�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是跨国公司Gardner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国采取了相应的防控疫情措施，导致生产、物流等

都受到影响，上半年产品交付数量下降，使得收入和盈利水平下降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预计，2020年半年度业绩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半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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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1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0年4月27日在子公司成都航宇超合金技术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七

人，实到董事七人，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政先生主

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第三节、 第四节、第五节、第九节” 章节内容。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合并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548,449,345.11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984,792,689.14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333,358,200.86

元，2019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1,215,091,144.25元。

鉴于公司2019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董事会提议，2019年度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该预案符合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分配政策。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年度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6、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由于陕西省实施《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2019年12月26日，炼石矿业的《采矿许可证》延续办

理资料被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通知退件，炼石矿业《采矿许可证》存在无法再获得续期的情况，并且后续相

关关停的配套政策尚未明朗，炼石矿业因而宣布停产，能否继续生产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相关资

产存在大额减值的迹象。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决定对炼石矿业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合计36,391.79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内控制度等相关要

求以及Gardner�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经营规划，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

决定对香港炼石投资收购Gardner形成商誉计提减值112,097.45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关于2019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拟定2019年度审计费用为295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55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2020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0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计划》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1、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2、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鉴于独立董事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方面所起的积

极作用，并结合上市公司同行业独立董事津贴水平等，公司拟将独立董事津贴由每人每年人民币4.80万

元（含税）调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7.20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一、二、三、九、十二项议案须提交2019年度股东大会批准,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

通知。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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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4月1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0年4月27日在子公司成都航宇超合金技术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三

人，实到监事三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玉钏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并须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审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真实的反映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审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意见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审核认为：公司已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

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审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的议案》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坚持稳健的会计原则，此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依据充分，计提后财务报

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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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

和《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内控制度等相关要求以及Gardner�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实际经营

情况及未来经营规划， 本着谨慎性原则， 公司决定对原通过香港炼石投资有限公司收购的Gardner�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Gardner公司” ）形成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1、商誉形成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支付299,807,000.00英镑的现金收购了Gardner�公司100%的股权， 按汇率

8.6545折算人民币为2,594,679,681.50元。 收购日GARDNER�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人民币417,

407,,522.22，商誉为人民币2,177,272,159.28元。

Gardner公司于2018年7月23日以英镑51,230,268.32元收购了Northern� Aerospace� Limited（以

下简称“NAL公司” ）100%的股权。收购日NAL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英镑21,690,347.78元，商誉为

英镑29,539,920.54�元，折人民币2.56亿元。

Gardner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收购FDM� Digital� solutions� limited� 100%的股权形成的非同一

控制下的并购商誉。 在合并口径报表中形成归属收购方的并购商誉折人民币1,543,072.86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商誉折合人民币24.48亿元。

商誉账面原值如下：

单位： 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

誉的事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企业合并形成的 其他-汇率变动 处置 其他

Gardner资产组 2,177,272,159.28 2,177,272,159.28

NAL资产组 256,294,258.59 13,354,737.03 269,648,995.62

FDM资产组 1,517,426.45 25,646.41 1,543,072.86

合计 2,433,566,417.87 1,517,426.45 13,380,383.44 2,448,464,227.76

2、减值测试

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方法的主要假设：被投资单位管理层编制未来盈利预测所采用的加权平均增

长率与资产组的发展规划、经营预算和销售计划基本一致。 被投资单位管理层根据历史经验及对市场发

展的预测确定预测毛利率，并采用能够反映相关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的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为折现率。

（1）Gardner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Gardner公司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以该资产组资产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回收金额， 于2020年4月24日出具了以2019年12月31日为基准的中同华评报字

（2020）第060393号《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所涉及炼石投资有限公司（香港）

并购Gardner�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形成的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Gardner资产

组可收回金额为164.00百万英镑（汇率9.1501），折算为人民币150,061.64万元，包含商誉资产组账面价

值为人民币262,159.09万元，因此本公司于2019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12,097.45万元。

重要评估假设如下：

重要基本假设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永续期

收入增长率 4.80% 4.99% 5.73% 6.13% 4.55% 3.50%

毛利率 26.81% 28.34% 27.99% 27.87% 28.95% 28.95%

折现率 10.44% 10.44% 10.44% 10.44% 10.44% 10.44%

（2）NAL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NAL公司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以该资产组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作为其可回收金额，于2020年4月24日出具了以2019年12月31日为基准的中同华评报字（2020）

第060394号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所涉及GARDNER�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并购NORTHERN� AEROSPACE� LIMITED形成的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项目》评

估报告，NAL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78.00百万英镑（汇率9.1501），折算为人民币71,370.78万元，包含商

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45,910.36万元，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大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因此

NAL资产组在2019年度不存在减值。

重要评估假设如下：

重要基本假设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永续期

收入增长率 11.30% 4.15% -1.35% 1.33% 0.07% 0.00%

毛利率 18.62% 22.88% 21.05% 22.11% 22.30% 22.30%

折现率 10.44% 10.44% 10.44% 10.44% 10.44% 10.44%

（3）FDM商誉金额较小，未进行评估。

公司以评估报告为参考依据，决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11.21亿元人民币。 商誉减值情况表：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

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

誉减值准备

本年度商誉减值损失

炼石香港收购Gardner形成商

誉对应资产组

2,621,590,858.67 1,500,616,400 1,120,974,458.67 1,120,974,458.67 1,120,974,458.67

Gardner收购NAL形成商誉对

应资产组

445,748,817.61 494,105,400.00 - - -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11.21亿元，将减少公司2019年度合并公司利润总额11.21亿元，减少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11.21亿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

案》，同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审查意见》，董事会、监事会

均同意公司上述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

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

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五 、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的议案》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坚持稳健的会计原则，此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依据充分，计提后财务报表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2019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697

证券简称：炼石航空 公告编号：

2020-027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依据《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决定对全资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相关

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 项目 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计提减值准备

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 （占股

100%）

存货 2,128.20 1,614.82 513.38

固定资产 26,241.10 130.19 26,110.91

无形资产 540.61 540.61

洛南县石幢沟矿业有限公司（占股

91%）

固定资产 6,889.43 213.39 6,676.04

无形资产 2,336.30 2,336.30

存货 214.55 214.55

合计 38,350.19 1,957.80 36,391.79

计提原因：由于陕西省实施《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2019年12月26日，炼石矿业的《采矿许可

证》延续办理资料被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通知退件，炼石矿业《采矿许可证》存在无法再获得续期的情况，

并且后续相关关停的配套政策尚未明朗，炼石矿业因而宣布停产，能否继续生产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而相关资产存在大额减值的迹象。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决定对炼石矿业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合计36,391.79万

元。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36,391.79万元，将减少公司2019年度合并公司利润总额36,391.79万元，减少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35,561.37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同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查意见》，董事会、监事会

均同意公司上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决策程序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相关计

提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同意本

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五 、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

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2019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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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借款展期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

会议， 批准了《关于公司通过成都银行向成都西航港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2019年5月6

日，公司通过成都银行向成都西航港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借款金额为8.75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

过12个月，借款利率为6.37%。

2020年3月1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了《关于借款展期的议案》，详情见公司于2020

年3月14日在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决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5）。 现将展期协议签订情况说明如下：

2020年4月27日，公司与成都西航港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支行签订

了《委托贷款展期协议（2020年版）》，借款展期金额为8.75亿元人民币，展期到期日为2021年5月4日，展

期利率为6.37%，原担保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翟红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明莉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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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2,766,109.27 541,304,542.54 -1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664,713.91 -30,919,231.69 2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4,260,994.23 -35,762,692.62 3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723,569.49 -112,025,954.76 73.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2 -0.0460 23.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2 -0.0460 2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8% -1.0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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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9,816,619.61 3,636,116,696.24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6,352,395.36 1,526,506,604.82 -5.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95,037.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42.61

合计 596,280.3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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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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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张政 境内自然人 18.81% 126,303,102 94,727,326 质押 125,4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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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大股东增持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0% 12,117,726

谭雄 境内自然人 1.36% 9,160,638

咸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4% 9,02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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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71% 4,796,597

卢伟刚 境内自然人 0.66% 4,427,900

宋雅 境内自然人 0.66% 4,414,914

姜鹏飞 境内自然人 0.59% 3,949,35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9,368,005 人民币普通股 69,368,005

四川富润企业重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5,968,005 人民币普通股 55,968,005

张政 31,575,776 人民币普通股 31,57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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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726 人民币普通股 12,117,726

谭雄 9,160,638 人民币普通股 9,160,638

咸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9,024,744 人民币普通股 9,02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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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6,597 人民币普通股 4,796,597

卢伟刚 4,427,900 人民币普通股 4,427,900

宋雅 4,414,914 人民币普通股 4,414,914

姜鹏飞 3,949,352 人民币普通股 3,94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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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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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期末持有公司股份3,164,052股，报告期初持有3,164,052股，报告期持股无变化。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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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 变动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0,200,684.42 3,886,379.62 162.47% 主要系本期航宇销售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

应收款项融资 1,000,000.00 6,300,000.00 -84.13% 主要系本期炼石矿业汇票到期托收

预付款项 36,503,775.88 23,233,511.72 57.12% 主要系本期预付工程款及材料款

在建工程 307,863,510.24 233,098,165.81 32.07% 主要系本期成都加德纳支付土地价款

其他应付款 206,777,248.73 90,412,026.01 128.71% 主要系本期成都加德纳借款及计提短期借款利息

应付利息 50,937,881.94 36,848,680.56 38.24%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计提借款利息

其他流动负债 29,948,937.92 11,663,384.01 156.78% 主要系本期加德纳使用套期会计方法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4,742,773.48 -8,253,277.93 -684.45% 主要系本期加德纳使用套期会计方法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 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442,766,109.27 541,304,542.54 -18.20%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订单减少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3,807,906.32 6,165,400.96 -38.24% 主要系上期炼石矿业缴纳资源税，本期停产未缴纳

研发费用 3,781,758.51 9,819,685.15 -61.49% 主要系航宇产品进入批产化所致

财务费用 25,915,478.01 20,953,664.00 23.68% 主要系本期计提借款利息所致

其他收益 595,037.71 446,977.50 33.12% 主要系本期航宇取得稳岗补贴收入所致

投资收益 -316,713.99 - 要系本期联营企业亏损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4,477,814.24 - 主要系上期加德纳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20,744.51 7,747,399.43 -99.73% 主要系本期加德纳处置资产所致

营业外支出 19,501.90 2,319,712.48 -99.16% 主要系上期加德纳处置资产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49,149.78 -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23,569.49 -112,025,954.76 73.47%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成本支出相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510,302.25 -52,069,821.04 -98.79%

主要系本期成都加德纳支付土地款所致， 英国加德纳购置

长期资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392,001.69 26,533,982.89 470.56% 主要系上年同期归还短期借款本息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确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11,000.00 -4,677.18 下降 135.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38 -0.0696 下降 135.34%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主要原因是跨国公司Gardner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国采取了相应的防控疫情措施，导致生产、物流等都受到影响，上半年产

品交付数量下降，使得收入和盈利水平下降所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10日 实地调研 机构 www.cninfo.com.cn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董事长： 张政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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