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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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清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徐守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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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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938,638.62 221,955,309.92 5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776,057.90 -7,375,232.69 80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7,394,922.47 -25,521,401.98 246.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669,698.06 5,296,826.75 497.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2 -0.0136 802.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2 -0.0136 802.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7% -1.78%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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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7,724,079.66 2,748,401,698.92 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05,855,929.63 1,554,079,871.73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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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3,510,730.26 处置闲置土地 

债务重组损益 1,086,621.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6,216.66  

合计 14,381,13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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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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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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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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电气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36% 129,121,459 4,590,459   

佳木斯电机厂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94% 53,617,199 53,617,199   

北京建龙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8% 36,646,910  质押 35,620,000 

陈家强 境内自然人 0.73% 3,559,800    

陈佳琪 境内自然人 0.59% 2,877,665    

朱瑞 境内自然人 0.53% 2,616,100    

郭新华 境内自然人 0.47% 2,300,000    

关晓光 境内自然人 0.32% 1,567,800    

孔祥华 境内自然人 0.30% 1,461,000    

王志明 境内自然人 0.25% 1,2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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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24,5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531,000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36,646,910 人民币普通股 36,646,910 

陈家强 3,559,8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9,800 

陈佳琪 2,877,665 人民币普通股 2,877,665 

朱瑞 2,616,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6,100 

郭新华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关晓光 1,56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7,800 

孔祥华 1,4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1,000 

王志明 1,2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5,000 

鲍广挥 1,073,465 人民币普通股 1,07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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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持有 5%以上（含 5%）的股东有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佳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公司，其中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佳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为哈尔滨电气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关联企业。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公司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

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股东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陈佳琪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877,665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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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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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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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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重组所涉资产过户的相关事项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为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置出资产为公司原有

全部资产和负债。截止报告期，公司已完成交付或过户的资产账面价值(截止交割审计基准日

2012年3月31日)为35,711.85万元，占同时点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 38,847.65 万元的91.93%。

对于部分资产未完成过户问题，本公司和相关方已有妥善安排。根据《资产交割补充协议书》，

公司与阿城继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和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确认：自相关置出资产交付之日

起，置出资产（无论该等资产的交付是否需要办理及是否已完成产权过户、权益变更登记手

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均由阿城继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享有和承担，阿城继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对置出资产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利，并承担该等资产的全部经营风险和损益。 

  2、关于重组所涉债务转移的相关事项 

截止报告期，置出债务中已取得同意函的负债账面价值为10,622.79万元，已于期后清偿

的负债账面价值为15,227.53万元；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的负债账面价值为7,816.80万元。

上述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的债务共1500余笔，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债务的账龄均超过两年

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已超过诉讼时效。截止报告期末，银行专项

账户资金余额为923.36万元，并且从2015年至今，债务权利人未行使债务请求权，银行专项

账户余额未发生变化（忽略利息收入）。 

  3、出售天津佳电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 

2017年10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7年

11月2日，公司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终止并出售天津佳电募投项目以及

拟将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用于建设新项目和拟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事项，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1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

资讯网上的《关于终止并出售天津佳电募投项目以及拟将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用于建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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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拟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1。截止目前，

公司已将天津佳电募投项目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尚未有摘牌意向方。 

4、会计差错更正导致再次触发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的情况 

2017年12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8年1月16日，公司2018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导致再次触发回购重组标的资产未完

成业绩承诺所应对股份》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股份后

注销相关事宜或股份赠与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再次触发回购重组

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所应对股份事宜。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重

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公司以1元人民币总价追补回购注销佳

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补偿的公司股份27,559,123股、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补偿的公

司股份25,311,374股、上海钧能实业有限公司补偿的公司股份903,402股，合计回购注销公司

股份53,773,899股。2018年3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账

户登记确认书》，2018年4月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完成回购及注销业绩补偿

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公司总股本由原543,667,277股变更为489,893,378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终止并出售天津佳电募投项目以及拟将

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用于建设新项目

和拟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事项 

2017 年 10 月 14 日 

《关于终止并出售天津佳电募投项目以

及拟将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用于建设

新项目和拟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1）。 

完成公司因会计差错更正导致再次触发

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的事项 
2018 年 04 月 03 日 

《关于完成回购及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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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哈尔滨电

气集团有

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为了避免和清除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可能侵占上

市公司商业机会和形成同行业

竞争的可能性，哈电集团承诺通

过合法合规渠道促成哈电集团

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但不限于

哈电动装）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佳木斯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在业务中进行

如下业务区分：在普通电机（不

含电站主风机电机）领域，哈电

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不生产

3000KW-5000KW 的大功率电机

2011 年 11

月 01 日 

2013 年 1 月

8日-2018 年

1 月 8 日 

承诺期限到期后未全部履

行完毕。哈尔滨电气集团

有限公司于2016年 9月将

其持有的昆明电机厂有限

责任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

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从

而消除了从昆明电机厂有

限责任公司角度与公司存

在的同业竞争。截至本报

告期末，哈尔滨电气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中，与公司构成同业

竞争的仅有哈尔滨电气动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及 3000KW 以下的中小功率电

机；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包括但不限于佳木斯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不生产 5000KW 以

上的大功率电机。在特种电机以

及电站主风机电机领域，维持现

状，避免产生任何潜在业务竞

争。2011 年，哈电集团出具了《哈

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关于避免与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同业

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为哈电

集团确定，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完成后的三到五年内，依法行

使股东权，召集相关的股东大会

并提出提案，通过资产重组、股

权并购、业务调整等符合法律法

规、法定程序的方式进行解决，

以避免潜在同业竞争。 

力装备有限公司一家公

司。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

计划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未能在原承诺（《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关于避免与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

的承诺》）到期前彻底解决同业竞争，因此，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将原承诺的履行期限延长

三年（延期至 2021 年 1 月 8 日），其他承诺内容不变。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2018 年 3 月 1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哈电集团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15。 

 

四、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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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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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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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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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1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哈电

集团承诺 3-5 年内解决与公司的同业

竞争，期限已到，请公司督促控股股东，

尽快完成该承诺。 

2018 年 02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回购注销事宜，是否有进展，

公司是否已着手办理。 

2018 年 03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深交所下发的年报问询函，公司的回函

是否已提交，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进展

情况如何。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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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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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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