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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4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18-049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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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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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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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重工 股票代码 0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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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旭峰 李慧 

办公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169 号 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169 号 

电话 0411-86852187 0411-86852802 

电子信箱 dlzg002204@dhidcw.com dlzg002204@dhidcw.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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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774,747.80 2,286,923,955.14 -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771,607.53 14,030,526.57 -43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046,133.95 -27,069,950.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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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1,453,166.56 -214,413,124.2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2 0.0073 -431.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2 0.0073 -431.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1% 0.21%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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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61,338,384.07 15,263,595,915.80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34,885,130.92 6,596,692,378.92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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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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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重工·起重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71% 1,075,898,974 0   

大连市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47% 124,981,784 0 质押 60,000,000 

曾远彬 境内自然人 2.96% 57,243,539 0   

石河子华锋投

资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5% 49,288,537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96% 37,939,200 0   

张佳华 境内自然人 1.24% 23,897,793 0   

林立 境内自然人 0.97% 18,805,784 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4% 16,205,533 0   

广东伍文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伍文稳盈 3 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3% 15,972,266 0   

广东伍文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银聚 7 号进

取型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8% 11,255,07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与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广东伍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伍文稳盈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广东伍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银聚 7 号进取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

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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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曾远彬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0,302,910 股公司股份；股东张佳华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3,690,893 股公司股份；股东林立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18,805,784 股公司

股份；股东广东伍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伍文稳盈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12,943,298 股公司股份；股东广东伍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银聚 7 号进取型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10,718,170 股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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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外部宏观经济呈现复苏向好的态势，但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中，不确定和风险因素持续增加，地缘

政治风险居高不下，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给我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挑战，经济下行

压力依然较大。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管理层以企业“十三五”规划为指引，认真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紧紧围绕生

产经营和改革发展两条工作主线，全力以赴抓“四保一防”（保销售、保履约、保现金流、保盈利、防风险），加快推进科

技创新和内部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和成效。但受2018年上半年交货合同较少、部分客户项目拖期及华锐风电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商业承兑汇票未向公司按期兑付等因素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经营业绩出现亏损。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07亿元，同比下降7.88%；实现利润总额-5,904.71万元，同比下降173.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4,677.16万元，同比下降433.36%；基本每股收益为-0.0242元/股。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157.61亿元，较年初增长3.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65.35亿元，较年

初下降0.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38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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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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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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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检测技术服务公司的议案》，同

意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大连大重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于2018年3月完成登记注册。截止本报告

期末，大连大重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收到投资款300万元，本报告日合并范围增加该公司，拥有表决权比例为100%。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丛红 

                                                                                   201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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