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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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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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5305415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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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轮环境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81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秀欣

刘莉

办公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 号

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 号

传真

0535-6243558

0535-6243558

电话

0535-6697075,6243558

0535-6697075,6243558

电子信箱

zqb@moon-tech.com

zqb@moon-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致力于在气温控制领域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主要从事低温冷冻设备、中央空调设备、节能制热设备及应用系
统集成、工程成套服务，广泛服务于食品冷链、物流、石化、医药、能源、轨道交通等城市公用设施等行业。
从行业发展趋势看，在工商制冷领域，市场复苏，基于安全、环保、节能的改善需求和升级改造成为了增长的发力点。
在中央空调领域，行业整体已经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新型城镇化建设、节能环保、数据中国等政策扶持将给行业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在节能制热领域，节能减排仍是未来几年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给余热利用的城市集中供热市场以及热泵市场带来
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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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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3,606,442,563.49

3,452,079,793.87

4.47%

3,069,946,29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366,451.52

314,468,217.97

-10.21%

306,302,73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1,446,063.40

173,639,008.33

33.29%

212,351,848.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048,893.23

76,271,293.96

310.44%

267,013,591.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8

-10.42%

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8

-10.42%

0.47

10.16%

12.51%

减少 2.35 个百分点

13.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6,050,960,827.09

5,558,923,145.61

8.85%

5,332,600,66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25,706,479.47

2,730,124,504.98

3.50%

2,291,726,682.9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33,731,084.42

887,707,552.35

921,320,213.41

1,163,683,71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51,523.19

132,489,486.78

85,895,109.81

86,633,37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279,789.41

99,348,052.70

75,340,333.31

81,037,466.80

-122,113,025.04

-6,895,968.61

157,291,848.59

284,766,03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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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36,044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34,600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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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15%

190,337,929

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91%

64,70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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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质押

数量
95,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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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67%

56,595,000

王平

0.93%

6,070,408

上海华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汯格致精一私
募投资基金

0.46%

3,011,400

程鹏

0.38%

2,488,800

吴泽钦

0.34%

2,200,000

刘广华

0.32%

2,100,7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
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31%

2,044,622

张小环

0.30%

1,94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3 名股东同为国有法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册中，有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0412957 股，持股比例为 1.59%；中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8066487 股，
持股比例为 1.2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股 7398483 股，持股比例为 1.13%；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7073008 股，持股
比例为 1.08%；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股,6506238 股，持股比例为 1.00%；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5685281 股，持股比例为
0.87%；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股 4333372 股，持股比例为 0.66%。将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
持股股东明细跟公司股东名册中的其他股东混合排序后，公司前
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前表所示。

注：报告期期末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65,390,832 股股份，其中 688,100 股处于转融通出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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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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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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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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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公司致力于在气温控制领域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营造人工环境。主要从事低温冷冻设备、中央空调设备、节能制
热设备及应用系统集成、工程成套服务，广泛服务于食品冷链、物流、石化、医药、能源、以及轨道交通、学校、医院等行
业。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担当，融合，突破”年度战略，坚持“两保一降”（保现金流、保利润、降低成本费用）经营方
针，研发制造推进体系建设与制造模式转变，同步实施设计标准化与工序平衡化，优化整合采购渠道，探索采购定价管理，
加强资源融合，启动财经体系建设，垂直化管理延伸到子公司，推进业务协同。
报告期内市场拓展取得突破，能源化工市场工艺压缩机订货实现增长；推进研发与制造，研发制造与销售融合，打通部
门墙，推进制造模式转型，零部件计划制造和产品提单生产取得明显成效；系统集成技术优势催生海外市场大项目增多。
报告期，公司“冷冻冷藏用NH3/CO2载冷剂系统替代R22螺杆单级制冷系统”项目通过IOC阶段（产品产业化）验收；“工
业冷冻用中大型冷盐水机组使用R290替代R22"项目通过第二阶段（产品及工艺设计、生产线及实验室改造）验收；入选科技
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代食品加工及粮食储运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氦气螺杆压缩机、水蒸气螺杆压缩机、安全高效
低充注智能控制氨制冷集成装置和新型高效过冷水式制冰机组”通过新产品鉴定；“宽温区高效制冷供热耦合集成系统”纳
入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 承接科技部“低能耗智能化速冻装备研发与示范”。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中国二氧化碳应用推进奖，获评“首批中国制冷空调工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AAA级信用企业”（最高
等级）；公司自主研发的NH3/CO2螺杆复叠制冷系统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机械工业杰出产品”；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
备有限公司“一种与锅炉结合的吸收式换热机组”荣获第二届节能环保专利奖一等奖；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获中
国节能协会“节能减排企业贡献奖”一等奖；顿汉布什（中国）工业有限公司蒸发冷产品荣获中国暖通空调产业发展峰会创
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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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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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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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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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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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并列示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其 其他应收款
他应收款项目列示
3.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并列示

1,398,268,584.73

1,272,895,361.02 应收票据：54,063,479.62
应收账款：
1,218,831,881.40

44,647,310.78

42,118,403.34 应收利息：258,123.28
其他应收款：
41,860,280.06

1,276,093,074.53

1,013,148,284.17 应付票据：
318,878,934.20
应付账款：
694,269,349.97

4.应付利息、应付股利计入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项目列示

139,850,580.73

129,937,265.25 应付利息：577,089.47
应付股利：613,125.00
其他应付款：
128,747,050.78

5.管理费用列报调整

管理费用

207,195,518.39

6.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95,353,6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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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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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49,144.28 258,413,335.97
64,764,191.69

—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增群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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