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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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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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060,095,207.54 2,748,401,698.92 1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812,319,336.95 1,554,079,871.73 16.6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82,315,631.97 26.28% 1,364,249,284.20 3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7,314,413.54 126.87% 258,239,466.22 38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1,027,183.36 99.07% 206,664,623.60 9,85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4,937,042.70 346.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91 151.84% 0.5271 442.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91 151.84% 0.5271 44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0% 2.87% 15.34%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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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4,513.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63,027.8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290,410.96  

债务重组损益 8,264,783.0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6,299,086.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984,612.65 小股东诉讼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7,928,562.55 出售子公司股权，调整合并范围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9,0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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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1,574,84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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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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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建龙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8% 31,748,010  质押 30,730,000 

陈家强 境内自然人 0.73% 3,560,000    

陈佳琪 境内自然人 0.59% 2,877,665    

朱瑞 境内自然人 0.55% 2,671,500    

郭新华 境内自然人 0.46% 2,250,000    

陈惜如 境内自然人 0.32% 1,582,300    

关晓光 境内自然人 0.32% 1,557,800    

孔祥华 境内自然人 0.30% 1,4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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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53,617,199 人民币普通股 53,617,199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31,748,010 人民币普通股 31,74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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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强 3,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0,000 

陈佳琪 2,877,665 人民币普通股 2,877,665 

朱瑞 2,67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1,500 

郭新华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陈惜如 1,58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2,300 

关晓光 1,55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7,800 

孔祥华 1,4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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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为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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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上述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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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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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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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累计
期初余额
或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存货 566,485,869.00    373,726,239.16    51.6% 产量增长，产品结构变化，价格变化等影响

在建工程 6,012,690.31      76,424,462.79     -92.1% 出售天津佳电子公司股权调整合并范围

无形资产 104,684,612.21    176,690,334.99    -40.8% 出售天津佳电子公司股权调整合并范围

营业收入 1,364,249,284.20  1,019,185,201.06  33.9% 优化产品结构、调整销售价格、提高产销量

资产减值损失 31,047,042.87     9,615,334.23      222.9% 子公司佳电公司破产

投资收益 70,218,973.51     10,103,250.83     595.0% 出售天津佳电子公司股权，佳电风机破产

营业外收入 11,470,357.15     36,954,579.20     -69.0% 债务重组得利减少

营业外支出 52,190,186.74     1,924,442.64      2612.0% 小股东诉讼，预计负债增加

所得税费用 -2,076,455.37     145,253.73        -1529.5% 子公司佳电公司破产，调整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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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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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集

团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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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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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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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78万元，短期内共管账户资金能够满足清偿

重组债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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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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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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挂牌期内，出售天津佳电募投项目事宜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为有效实施标的

资产转让，经公司管理层研究讨论，决定继续推进本次资产出售。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8日、2018年6月

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天津佳电募投项目挂

牌价格》的议案，将挂牌底价从19,500万元调整至17,194.07万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再次挂牌出售。2018

年8月2日，公司与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及《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合

同》，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以17,194.07万元受让天津佳电大型防爆电机和防爆节能发电机研发生产基

地项目暨天津佳电飞球电机有限公司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出售天津佳电募投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8。2018

年10月18日，天津佳电完成工商变更并取得了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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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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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6 月 09 日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9 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

整天津佳电募投项目挂牌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3。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

于出售天津佳电募投项目工商变更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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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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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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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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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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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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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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闲置资金 40,000 40,000 0 

合计 40,000 4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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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自提交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后，

迟迟未得到深交所批复，具体进展如

何。 

2018 年 08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换届的时间以

及董事提名的规则？ 

2018 年 09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财务稳健，利润可观，是否考虑在

年底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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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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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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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