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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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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航电子 2022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871,912,569.27元。公司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以未分配利润向股东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

转增资本。 

2、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中航电子发行 A 股股票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于

2022年 12月底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目前正处于实施阶段。根据中国证监会《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

行。相关方案实施前，主承销商不得承销上市公司发行的证券。”如果公司拟实施 2022 年度利润

分配，则在利润分配完成前，公司不能进行股票发行，不利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相关工

作的推进。因此，从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素考虑，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相关工

作顺利推进，公司拟不进行 2022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一贯重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计划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尽快按照

监管部门的要求与《公司章程》规定进行利润分配相关事宜。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航电子 600372 ST昌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灵斌 刘婷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6号楼25

层A区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

号院16号楼25层A区 

电话 010-58354818 010-58354818 

电子信箱 zhanglb@avic.com liutt@avic.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航空工业是国家的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保障。中航电子作为国内航空电子系统的主要供应商，在航空装备制造领域具有多年的优

势与积累，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美誉度。为此，公司将主动求变，抓住机遇，在航空装备信息化、

智能化发展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传统学科持续发

展，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型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推动航电技术进入敏捷性创新、

群体性突破、颠覆性变革的重大机遇期。中航电子要积极巩固并利用现有的航空技术优势，大力

拓展技术与产业延展空间，抢抓发展机遇，研判竞争态势，创新市场策略，加快产业发展步伐。 

中航电子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航空电子系统的专业化整合和产业化发展平台,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综合化的航空电子系统解决方案，业务领域涵盖防务航空、民用航空、先进制造业三大领域，

产品谱系覆盖飞行控制系统、雷达系统、光电探测系统、座舱显控系统、机载计算机与网络系统、

火力控制系统、惯性导航系统、大气数据系统、综合数据系统、控制板与调光控制系统等十大系

统在内的航空电子相关领域，以及为电子信息、智能系统、机电自动化、基础器件等先进制造业

领域提供相关配套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及服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28,402,468,058.97 26,262,648,705.02 8.15 24,719,896,66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85,471,305.13 11,236,846,294.54 8.44 10,626,330,583.81 

营业收入 11,186,259,692.86 9,839,298,853.60 13.69 8,746,614,18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1,912,569.27 798,697,071.26 9.17 630,777,48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4,965,929.75 687,342,615.85 1.11 547,812,14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3,665,252.84 1,549,833,363.72 -151.21 809,572,495.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4 7.31 
增加0.13

个百分点 
7.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46 0.4165 9.15 0.35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46 0.4165 9.15 0.350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345,868,349.60 2,841,367,485.43 2,713,113,531.40 3,285,910,32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292,984.44 318,688,513.70 175,055,846.92 176,875,22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1,311,859.78 285,055,024.56 150,560,016.61 102,747,419.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8,634,543.99 -196,727,203.96 -535,219,363.84 1,116,915,858.9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7,89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5,60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 

1,360,000 761,683,599 39.50  无 0 国有法人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
司 

0 316,509,442 16.41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0 142,291,099 7.38  无 0 国有法人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0 59,631,472 3.09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9,054,711 25,702,113 1.33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军工安
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335,450 13,655,850 0.71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投瑞银国家安

-4,821,422 12,259,095 0.64  无 0 未知 



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11,764,792 11,764,792 0.61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军工主
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7,873,735 7,641,393 0.40  无 0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托－高毅晓峰鸿远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617,588 7,389,586 0.38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航机载系
统有限公司、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余股东未
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1.86 亿元，同比增长 13.47 亿元，增幅 13.69%；实现净

利润 9.02 亿元，同比增长 0.84亿元，增幅 10.29%；实现归母净利润 8.72亿元，同比增长 0.73

亿元，增幅 9.17%。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