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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7                            证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编号：2019-026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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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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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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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555,09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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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重工 股票代码 00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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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睿  

办公地址 阜新市新邱区新邱大街 155 号  

电话 0418-6602618  

电子信箱 stock@daji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风电设备制造，主要产品是风力发电塔架和海上风电单管桩及其相关零部件。公司主

要服务于风电行业客户，产品主要供应于风力发电场，用于承载风力发电主机舱、叶片等大型部件。  

经过多年的深耕国内外市场，公司的经营业务模式和管理体系逐步客户的认可。公司通过产品升级，

提升产能，已开始批量承接全球知名主机厂家配套塔架及风电零部件；公司全资子公司蓬莱大金，主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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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Vestas\SGRE\Goldwind\GE\Envision等客户出塔筒出口及国内外海上风电塔架及桩管等全系列产品，国际

市场产品出口份额逐年上升。 

    2、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2018年，中国已是最大的风电市场，新增装机容量25.9GW，是世界上第一个风电装机容量超过200GW

的国家。经历了2017年装机低迷之后，中国重新走上了增长道路，继续保持其无可争议的世界风电领导者

地位，累计风电装机容量达到221GW。 

由新能源大规模快速集中式开发导致的“三北”地区的弃风限电问题存在已久，尽管2017年以来已有所

缓解，但是弃风问题仍持续存在。当前我国风电建设重心逐渐转移向东部、中部地区，分散式风电也迎来

发展机遇期。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10多个省份下发关于分散式风电规划建设的通知，规划总容量超过900

万千瓦。据统计，预计到2020年，分散式风电装机将超过1800万千瓦，每年新增分散式风电装机规模增速

为100%以上。 

    2019年度，公司在保持自身行业地位的同时，不断巩固公司在风电塔架制造方面的竞争优势，不断提

升产品质量，控制成本，增加利润空间。不断加强公司在海上风电全系列产品方面的技术优势，加大研发

力度不断创新并完善，利用领先的技术优势和装备能力抢占市场，为公司持续发展增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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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969,781,614.27 1,021,062,331.13 -5.02% 960,349,93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745,944.42 41,499,518.37 51.20% 71,384,50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140,185.32 3,948,214.18 941.99% 56,147,78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915,258.43 -114,242,340.26 189.21% 8,930,759.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3% 2.41% 1.12% 4.2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948,160,073.98 2,756,008,774.07 6.97% 2,574,875,46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14,091,562.52 1,738,986,884.49 4.32% 1,702,887,3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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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980,795.85 286,308,716.15 303,401,827.89 222,090,27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59,019.17 12,656,646.56 26,038,019.52 16,092,25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93,621.66 6,376,143.77 23,758,489.35 7,021,489.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57,957.26 30,912,849.57 15,293,965.25 87,066,4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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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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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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0,26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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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新金胤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97% 248,300,500  质押 15,278,000 

节洪臣 境内自然人 4.24% 23,409,000    

周丽荣 境内自然人 1.94% 10,717,995    

金鑫 境内自然人 1.41% 7,745,625 5,809,219   

王久福 境内自然人 1.39% 7,700,000    

李亚梅 境内自然人 1.09% 6,024,375    

董安军 境内自然人 0.90% 4,967,651    

李忠利 境内自然人 0.85% 4,698,758    

李中梅 境内自然人 0.34% 1,877,468    

孙晓乐 境内自然人 0.33% 1,797,344 1,598,0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阜新金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金鑫。2、孙晓乐为公司总经理。3、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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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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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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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中国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态势，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尚未

完成，内部的固有矛盾与外部的不确定性叠加，极易形成共振效应，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一些挑

战和压力。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下，公司以“立足新起点，奋斗新征程，全力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

口号，加快自身结构调整和升级，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978.16万元，同比下降5.02%；实现营业利润7,324.15万元，同比上升

90.36%；实现利润总额7,381.05万元，同比上升80.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74.59万元，

同比上升51.20%。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294,816.0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81,409.16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27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经营措施： 

1、强化内部管理，提升工作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内部调整步伐，不断为后续发展蓄力。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力度，不断提升规范运

作水平。 

2、加强公司软环境建设工作、提升组织凝聚力 

公司创新文化建设载体，增强员工归属感和凝聚力。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多种方式

持续改善公司软环境，完善各项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不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增强员工归属感，公司各岗

位员工执行力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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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采购管理 

公司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以及与钢厂良好的关系，钢厂排单的统计分析、钢材成本组成分析以及运营

规律，适时进行大宗采购，以控制成本。 

4、提升产能，投入新厂房建设 

公司完成了对蓬莱大金二期厂房的建设，从而大大提高了产能；完成了公司新旧生产线规划的合理布

局、生产工艺优化与流程改造，致力于充分发挥设备能效。目前二期厂房已经投入生产，其合理布局的生

产线将大大提高施工效益，实现精益管理和持续生产。 

5、加强生产方面管理 

公司切实降低生产制造单位成本，提高产品交付效率；根据客户需求和订单情况，合理安排生产进度，

扎实保证生产效率，严把品质关，提升质量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

理体系、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和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工作，及EN1090、

ISO3834监督审核工作，为公司产品品质稳定和提升提供可靠保障。同时，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积极全员宣贯生产安全意识，多次通过定期排查、消防演练等各种形式，狠抓安全生产和隐患排查整改，

切实提升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6、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公司及时洞察市场动向，把握市场机遇，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交流，致力于扩大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占

有率和品牌知名度。同时，面对2018年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态势，公司优化客户管理体系，强化售前服务、

今后跟踪力度，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公司重视销售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持续加强业务管理

和培训，提升业务人员的专业素养与服务意识；强化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的创新与落实，提升销售人员的

归属感和获得感，助力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打拼。在2018年，成功打开Siemens以及GE的大门，成为

其合格供应方，并将产品出口至挪威，南非，印度等国家。 

7、推进管理变革，提升经营效率 

公司立足中长期战略，深入开展精细化运营，通过进一步精细化分工，强化内部运营管理和合规管理，实

施多项管理变革项目，挖潜提效。加强财务预算管理和费用管控，强化现金流管理，明确效益型增长目标，

聚集主营业务，优化整体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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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风电塔筒 958,895,313.64 188,082,218.71 19.61% -5.08% 20.36%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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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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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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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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

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

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

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

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

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616,146,078.55元，上期

金额753,675,130.00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543,891,974.53元，上期

金额390,585,510.76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68,046.13元，上期金

额586,018.79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

0.00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

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

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111,186,999.91元，上

期金额111,186,999.91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

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

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

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32,032,309.45元，上期

金额12,707,837.66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

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

应调整。 

本报告期本公司无此事项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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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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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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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金  鑫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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