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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0；200530                证券简称：大冷股份；大冷 B                    公告编号：2017-036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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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冷股份；大冷 B 股票代码 000530；2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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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文宝 杜宇 

办公地址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辽河东路 106 号大冷股份证券法规部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辽河东路 106 号大冷股份证券法规部 

电话 0411-87968130 0411-87968822 

电子信箱 000530@bingshan.com 000530@bings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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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02,378,717.50 779,919,864.03 830,873,999.65 2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260,163.09 67,487,286.84 70,632,718.91 3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9,960,863.49 61,910,458.03 65,055,890.10 7.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577,541.90 -43,212,032.40 -51,268,538.89 -189.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5 0.120 0.089 29.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5 0.120 0.089 29.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5% 2.52% 2.64% 增加 0.3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372,939,781.32 4,983,511,574.26 5,095,986,440.32 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09,730,421.64 3,247,797,768.92 3,301,087,748.8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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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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42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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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6% 170,916,934 0   

SANYO ELECTRIC CO LTD 境外法人 8.58% 73,503,150 0   

浙商聚潮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6% 21,896,286 0   

浙商聚潮新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8% 13,503,63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1.31% 11,199,297 0   

兴业证券金麒麟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7% 9,163,753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0.96% 8,210,314 0   

财通资本-坤泽 2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6% 8,210,313 0   

深圳尚城壹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尚城壹品

丰年今嘉 1 号基金 
其他 0.96% 8,210,313 0   

林镇铭 境外自然人 0.73% 6,23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与 SANYO ELECTRIC 

CO LTD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SANYO ELECTRIC CO LTD 

持有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 26.6%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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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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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公司以“激活·融合·提升”为主题，保持战略定力，激活内生动力，融合系统资源，汇集竞争合力，提升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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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效，努力实现主要经营指标。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238万元，同比增长20.64%；实现利润总额10,490万

元，同比增长36.95%。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搬迁改造工作顺利完成，智能·环保·高效·安全新工厂投入使用。2017年5月7日，公司新厂区—冰山双D

港工业园正式开园。2017年6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公司新厂区实地调研，对公司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武新制冷新产品示范点全国区域布局基本完成，新产品收入同比增长50%以上，战略转型成果明显。

在成功推出我国首套天然气管网压力能发电及冷能回收系统基础上，通过技术推广、政府支持，多地多个应用项目有序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冰山工程公司继续深耕细分市场，在冷链物流、渔业捕捞、啤酒乳品、精细化工等领域实现较好订单

增长。签订江苏润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机电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约1.6亿元。与广州万达签订首个高端室内雪场项目，

冰雪事业实现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冰山服务公司灵活运用冰山物联网云平台，积极拓展新服务事业领域，与天津二商签订首家机房托管

合同，开创了制冷行业大型氨系统机房托管的先河，维保收入同比增长50%以上。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松下压缩机新开发的轨道交通空调用卧式涡旋压缩机在地铁、轻轨等领域开拓效果明显。海外市场

拓展取得新成效，欧洲市场收入同比增长约50%。受国家整顿电动客车市场及调低补贴冲击，电动客车用卧式涡旋压缩机销

量阶段性大幅萎缩，再加上大宗原材料价格的较快上涨，净利润同比出现较大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松下冷链顺应消费新趋势，积极拓展细分蓝海市场。便利店事业，新开发顺丰、北京7-11等客户，

收入同比增长28%。生物医疗事业，医疗超低温冰箱、血液冷藏箱、恒温培养箱等新产品在医院、血站、科研等领域均实现

应用突破，收入同比增长50%以上。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富士冰山全面实现产品智能化升级，产品多元化迈出坚实步伐。除饮料机外，大型食品机、咖啡机、

白酒机、盒饭机等新机种均完成开发，并陆续开始量产。全球领先的自动售货机智能制造新工厂建成投产，产能实现翻番，

可更好应对急速成长的无人售货商机。 

 

报告期内，基于冷热产业投资平台总体定位，公司加大资本运营力度，实施了对控股股东优质资产的首批收购。本次收购已

于2017年4月底前完成，公司目前持有冰山国贸100%股权、冰山金属技术49%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将老厂区土地房屋整体出租给冰山慧谷公司，用于冰山慧谷建设开发。冰山慧谷将围绕智慧科技主题，重点

突破物联网、大数据应用、智慧疗养、智慧教育等领域，努力构建冰山产业生态圈，打造公司事业成长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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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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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期相比增加两家公司，大连冰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都冰山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2017年2月15日董事会决议，受让公司原联营公司大连冰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76%股权，受让完成后，大连冰山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变成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上述股权交易已经完成。故本期编制合并报表时，公司持有大连冰

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比例为100%。因大连冰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同时为公司母公司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故公

司本期通过同一控制合并子公司大连冰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调整了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期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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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时编制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时调整了同期可比数据。 

公司子公司大连冰山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大连冰山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与成都新世界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投

资兴建合资企业成都冰山制冷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冰山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510万元，持股比例51%。截至2017年6

月30日止，成都冰山制冷工程有限公司已经正式运营。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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