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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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7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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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212,50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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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东路 106 号大冷股份证券法规部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东路 106 号大冷股份证券法规部 

传真 0411-87968125 0411-87968125 

电话 0411-87968130 0411-8796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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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围绕冷热事业，致力于发展工业制冷制热事业领域、商用冷冻冷藏事业领域、空调与环境事业领域、核心零部件事业领

域、工程与服务事业领域，覆盖了冷热产业链的关键领域，打造了完整的冷热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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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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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966,064,612.44 2,079,715,105.37 -5.46% 1,893,200,93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503,175.90 200,759,820.17 -44.96% 182,234,15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5,862,588.97 165,044,724.44 -72.21% 148,598,436.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657,885.64 -207,225,851.22 42.26% -6,607,06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3 -43.48%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3 -43.48%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5.97% 减少 2.76 个百分点 5.9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5,568,279,452.26 5,619,621,500.67 -0.91% 5,095,986,44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77,633,617.02 3,416,531,064.91 -1.14% 3,301,087,7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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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183,744.97 513,894,791.82 482,267,734.29 454,718,34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93,358.53 33,424,183.75 14,417,569.50 37,068,06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307,838.37 32,877,338.94 13,143,470.72 -24,466,05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217,303.00 1,888,545.83 -29,149,291.90 24,820,1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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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6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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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170,916,934 0   

SANYO ELECTRIC CO LTD 境外法人 8.59% 73,503,150 0   

林镇铭 境外自然人 0.74% 6,369,740 0   

吴安 境内自然人 0.53% 4,500,000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0.51% 4,384,079 0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0.41% 3,471,602 0   

大连市工业发展投资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3,406,725 0   

刘宗辉 境内自然人 0.39% 3,356,650 0   

薛红 境内自然人 0.35% 2,980,000 0   

陈乃盛 境内自然人 0.27% 2,311,330 0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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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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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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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18 大冷 EB 137067 2021 年 07 月 30 日 17,600 1.3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可交换公司债券未进行付息兑付。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债券信息未进行评级。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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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38.00% 38.00% 0.0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36% 0.55% -0.19% 

利息保障倍数 7 21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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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矢志创新·着力转型·同担共享”为主题，坚持开发行业领先和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与新技术，创新开拓新市场，

深耕细分市场，把能源特别是二次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作为转型升级战略的持续发力点，借力三创平台，协力同心，同担共享，

努力实现主要经营指标。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6,606万元，同比下降5.46%；实现利润总额11,888万元，同比下降

45.59%，主要是因报告期内市场竞争加剧及客户资金紧张，基于经营风险防范，公司主动放弃合同质量较差订单；公司搬

迁新厂区后固定费用增加较多，而产能尚未充分释放；公司实施转型升级战略，前期项目投入较大，而效果需在以后年度逐

步体现。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武新制冷战略转型加快推进。完成超高温蒸汽热泵机组、大型水蒸汽压缩机组等新产品开发。天然气

管网压力能发电及冷能回收系统、矿井回风余热直接利用系统等标志性新产品在多地多个项目中实现商用。荣获中国制冷空

调行业企业信用评价AAA级信用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冰山工程公司凭借高附加值深焓能源解决方案，持续深耕冷热细分市场。冰雪事业取得新突破，中标

冬奥会雪橇道模拟测试段项目，为冬奥会正式雪橇道项目奠定基础；中标深圳佳兆业金沙湾国际乐园冰雪乐园项目；承建的

广州万达茂室内滑雪场项目顺利竣工。荣获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冰山服务公司快速拓展生产性服务业。机房托管保运新业务积极推进，已覆盖30余家优质客户。涉氨

制冷企业4S服务模式开始向大连市以外的城市推广。冰山共享服务平台有序搭建，开始为富士冰山、斯频德等冰山出资企

业提供服务。制冷与空调设备维修保运服务入选2018年度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松下压缩机积极推进转型，重点开拓高端客户及市场。电动客车用卧式涡旋压缩机销量明显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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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成功进驻德国地铁。卧式直流变频全封闭电动涡旋压缩

机入选《2018年中国制冷学会节能环保产品目录》。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松下冷链顺应消费新趋势，进一步拓展细分蓝海市场。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打

造面向新零售不同业态的全领域冷链解决方案。与盒马鲜生、京东、罗森便利、伊藤洋华堂、瑞幸咖啡等重点客户进行了有

效合作。荣获辽宁省首批绿色工厂称号。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松下冷机有效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国内超市零售领域CO2跨临界活塞式制冷压缩机组的成功商用。

中标京东北京大兴医药仓储项目、武汉冷库项目，合同总金额超过6,000万元。应用型集装箱产品可实现全程温控，满足新

零售食品高品质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富士冰山进一步推进产品智能化、模块化、多样化开发，在饮料机、食品机、白酒机、乳品机、咖

啡机、盒饭机六大产品系列的基础上，新增平台机产品系列，快速响应客户定制产品，有效应对新零售平台需求。引入R1234yf

新冷媒生产线，引领行业安全绿色环保发展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在原事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积极推进新事业培育孵化。公司间接联营公司开尔文科技聚焦无人零售领域，自

主研发的“比邻无人零售平台”和“叮当快修平台”全面上线，新零售模式快速推广；公司间接联营公司华慧达围绕冰山冷热事

业优质客户有效拓展融资租赁业务，在助推冰山各出资企业销售及回款的同时，自身也取得良好经营业绩；公司间接联营公

司冰山慧谷公司对接老厂区地块综合利用，为冰山汇聚和寻找新动能，目前签约客户已超过50家；公司间接联营公司富士冰

山智控深度挖掘节能潜力，为客户提供能源管控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冰山智慧能源管理。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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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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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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2018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 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

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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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年相比，因公司子公司购买股权增加武汉蓝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公司子公司出售

股权减少上海冰山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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