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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6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2019-018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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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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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568,56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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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利达 股票代码 00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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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加标 罗阳茜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亿利达路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亿利达路 

电话 0576-82655833 0576-82655833 

电子信箱 yjb.tz@yilida.com lyx.tz@yilid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本公司从事风机、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轻量化汽车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空调风

机、建筑通风机、冷链风机、节能电机、空调配件、车载充电机、直流转换器、汽车变速箱壳体、发动机

箱体、减速器壳体、飞轮壳等。 

2018年，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单边贸易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国内结构调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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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市场竞争加剧。公司紧紧围绕经营战略，加大了技改力度，强化管理，加快新品

开发，加大营销力度，保持了主营业务的稳健增长，空调风机业务的行业龙头地位继续得到巩固；充电机、

轻量化汽车部件等新兴产业进一步推进。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这一年不懈努力、久久为功的探索和实践后，

亿利达成功引进了浙商资产的战略投资，取得了多项具有跨越性和历史性意义的战略突破。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151,144.00 万元，同比增长10.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73.44万元，同比下降

81.69%；空调风机及配件实现销售收入69,846.23万元，同比增长3.23%，比重占46.21%，仍是公司的主导

产品；建筑通风机实现销售收入12,856.84万元，同比增长7.93%，比重占8.51%；冷链风机实现销售收入

5,179.27万元,同比下降49.91%，比重占3.43%；车载电源实现销售收入23,657.80万元，同比增长3.24%，

比重占15.65%；汽车零部件压铸件实现销售收入11,544.30万元，比重占7.64%。出口销售收入25,094.41

万元，同比增长0.82%，比重占16.60%。  

   公司出资控股的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涉足铝合金压铸、重力、低压铸造以及机械加工领域，为

汽车、机电、电讯等行业提供所需的高品质铝合金铸件，主要产品包括变速箱壳体、飞轮盘等高精度铝压

铸汽车部件。2018年2月开始销售收入并入报表，2018年2月至12月实现营业收入11,544.30万元。 

2018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73.44万元，同比下降81.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2,121.35万元，同比下降83.66%，主要是由于公司收购的子公司业绩不达预期

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从2017年末的15.07亿元下降到2018年末的15.03亿元。2018年受内外

部经济、市场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变化及受原材物料采购价格上涨与生产用工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以及杭

州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业绩不达预期，青岛海洋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重新并表，部分控股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等原因，导致公司产品净利下降明显。 

   （二）行业发展状况 

本公司从事风机、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轻量化汽车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空调风

机、建筑通风机、冷链风机、节能电机、空调配件、车载充电机、直流转换器、汽车变速箱壳体、发动机

箱体、减速器壳体、飞轮壳等。 

    风机是用于压缩、输送气体的一种机械，其用途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属于通用机

械范畴。中央空调风机是指应用于中央空调系列空气调节设备和空气处理设备的配套风机，是中央空调上

游的核心零部件之一。工商制冷空调行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央空调风机、冷冻冷链风机行业的发展，预计将

持续增长。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下游产业的发展、出口市场的拓展、维修更新需求以及产品的升级需求。

随着人们对生活、工作环境舒适性要求的不断提高，中央空调的需求量稳步增长。各地的宾馆酒店、办公

楼宇、商业中心、机场车站、文化体育、教育科研、医疗机构、特殊工业厂房等建设需求的不断增长，作

为制冷空调配套产品的节能空调风机、电机、冷链风机的发展势头良好，应用范围也更为广阔，发展空间

也在不断拓展。在国家大力提倡节能环保的政策环境下，未来的配套风机产品将向着更加节能和环保的方

向发展。就目前国内外风机技术发展趋势而言，将朝着高效化、高速小型化、低噪声化、智能化等方向发

展。 

建筑通风机是指主要应用在商用建筑、公共建筑、地铁轨道交通、隧道、工厂以及住宅等场所的用于

通风、消防排烟和空气调节的风机。建筑通风机分为中、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公司产品的定位为中高端

产品。与中央空调风机通过中央空调的载体应用于建筑物不同，建筑通风机则是直接应用于建筑物本身。

建筑通风机的应用领域涵盖了中央空调风机的应用领域，并且更加广泛，一些工业、商用建筑可以没有中

央空调，但是必须要有通风系统。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环境要求也会有更

高的要求，整个建筑通风设备行业也逐步进入升级换代的阶段，环保节能化、低噪声化和功能扩展化将是

建筑通风设备行业研发的重点方向之一，而同时设备的安全性、经济性、可靠性及可维护性等方面也不可

忽视。 

随着国家对低碳经济建设的日渐重视，环境治理执法力度的加强，绿色建筑的推广，工业厂房的通风

排油排烟、空气净化处理等市场需求旺盛，下游产业稳定快速发展，建筑通风机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随

着国家对于地铁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投入，轨道交通通风设备采购量剧增，地铁通风需求更为强

劲。高效率、低噪声、环保型的建筑通风机预计将在未来获得较大的市场空间。 

公司控股的青岛海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所处行业为军工新材料行业。研发生产轻质功能材料、阻

尼吸声材料、绝热耐温材料、深海功能材料、特种涂层材料、新型聚脲聚氨酯材料等高分子功能新材料。

主要服务于船舶海洋工程、轨道交通、石油石化、水利电力、市政环境等诸多行业。随着“十三五”我国

海洋战略的实施和国防建设的加强，新材料作为新一代武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设施、石油水电管网、

轨道交通工程、水利等领域的重要支撑材料，未来必将以其长效防腐、安全节能环保及优异的工艺性能在

船舶、海水淡化、市政建设、自来水及石油石化管道等工程领域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需求量将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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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潜力巨大。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中包括了车载充电机、直流转换器等具有国际水平、国内领先的软硬件产品，广泛

应用于电动汽车、叉车、高尔夫球车、电动游览车等，产品远销北美。车载充电机及DC/DC转换器主要应

用于纯电动汽车，是整车必不可少的一项关键核心部件。直流转换器和充电机在本质上都属于开关电源，

前者是直流转换直流，后者是交流转换直流。铁城信息车载充电机具备智能化、抗震性、防水性、高低温

控制、抗干扰等高科技的产品特性，在研发实力、技术状态、产品品质、产品性价比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

处于行业领先。2017年台州生产基地投产，为产业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行业龙头的优势持续

显现。随着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持续推进，行业发展前景持续明朗。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涉足铝合金压铸、重力、低压铸造以及机械加工领域，具备

生产精密铝合金压铸毛坯15000吨及重力、低压铸造毛坯5000吨的能力，可为汽车、机电、电讯等行业提

供所需的高品质铝合金铸件，主要产品包括变速箱壳体、发动机箱体、减速器壳体、飞轮壳等轻量化汽车

部件。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支持下，依托广阔市场，实现平稳

发展，国内汽车产销量持续保持增长。按照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百户城镇居民汽车拥有量为 40%左右，

相当于汽车保有量达到 12,000 万辆左右，加上车辆的更新需求，我国汽车工业尚需持续发展 20 余年。

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和行业自身发展需要的双重压力下，汽车轻量化已成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因此，汽车电动化、轻量化是当前汽车产业面临的重要方向。三进公司利用技术和产能优势，目前已

与上汽通用五菱、潍柴动力等国内优质汽车厂商进行战略合作，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内汽车轻量化部件的核

心供应商，产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三）行业地位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中央空调风机开发生产企业和知名的建筑通风机

制造商，公司及子公司马尔、富丽华、海洋新材、铁城信息、三进科技均是高新技术企业，海美特品牌在

军工新材料领域、马尔品牌在冷链行业、富丽华品牌在空压机行业均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铁城信息在

研发实力、技术状态、产品品质、产品性价比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处于行业领先。三进科技现与国内外知

名汽车厂商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先后成为格特拉克、邦奇、五菱、潍柴、北汽等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以

及长安福特、吉利汽车、长城汽车、东风乘用车、力帆汽车等乘用车终端客户全球供应商。公司建有符合

美国AMCA标准要求的国内一流的风机综合性能测试室，在行业内首家取得了通风机能效标识能源效率检测

实验室资质，拥有省级技术中心和经省级认定的浙江亿利达风机企业研究院，多项风机产品通过国家节能

产品认证，并被列入国家工信部节能机电产品目录。公司是美国AMCA标准亚洲董事会成员、风机行业协会

副理事长单位，全年完成新品研发项目10项，风机方面工艺改善16项，新工艺5项，车载充电机方面工艺

改善2项,主起草浙江制造团体标准1项，获得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获批“高效低噪智能风机

技术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和浙江理工大学流体工程装备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多年来约克、麦克维尔、

特灵、开利、顿汉布什、艾默生、新晃、格力、美的、天加、欧科等国内外知名空调企业一直是公司主要

客户，全国各地众多标志性建筑选用亿利达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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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439,970.45 1,366,513,724.51 10.61% 987,038,77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34,386.34 140,528,574.86 -81.69% 119,850,15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13,516.12 129,855,545.46 -83.66% 103,195,360.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26,418.40 30,179,535.12 -51.54% 183,294,600.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1 0.3189 -81.78% 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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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1 0.3189 -81.78% 0.2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 10.02% -8.31% 13.1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722,091,706.61 2,584,254,294.71 44.03% 1,666,320,07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02,714,190.75 1,506,754,840.58 -0.27% 966,903,7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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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721,733.34 449,970,659.61 355,857,463.79 418,890,11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54,116.44 53,119,762.84 4,185,478.25 -51,124,97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44,457.25 52,506,351.41 3,707,675.98 -53,444,96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94,871.44 21,265,223.09 -8,133,815.30 28,989,8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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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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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3% 67,446,600 0   

陈心泉 境内自然人 11.77% 52,144,400 47,250,000   

章启忠 境内自然人 10.67% 47,250,000 47,250,000 质押 31,000,000 

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0% 27,000,000 0 质押 27,000,000 

陈坤亮 境内自然人 4.88% 21,600,015 0   

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磐厚蔚然－PHC 大宗 1 号基金 
其他 4.64% 20,559,000 0   

吴警卫 境内自然人 3.02% 13,383,400 0   

姜铁城 境内自然人 2.49% 11,011,116 7,937,592   

林爱英 境内自然人 2.36% 10,466,422 0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牧鑫资产

－默炫 1 号投资基金 
其他 1.87% 8,283,9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亿利达之间存在控制关系；陈

心泉系章启忠岳父。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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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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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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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亿利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全体员工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聚焦主

业、蹄疾步稳地推进重大战略、稳扎稳打夯实基础管理。纵观2018年，公司经营步伐稳健，生产经营取得

积极成效，品牌建设取得累累硕果。2018年，公司面对材料成本居高不下及外围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紧

紧围绕经营战略，加大了技改力度，强化管理，加快新品开发，加大营销力度，保持了主营业务的稳健增

长，空调风机业务的行业龙头地位继续得到巩固；充电机、轻量化汽车部件等新兴产业进一步推进。更重

要的是在经历了这一年不懈努力、久久为功的探索和实践后，亿利达成功引进了浙商资产的战略投资，取

得了多项具有跨越性和历史性意义的战略突破。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15.1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61%。       

1、圆满完成引进浙商资产的战略投资，亿利达翻开崭新一页 

公司立足“中国制造2025”、“八大万亿产业”等国家和省委顶层战略，充分把握机遇，寻找对象、

积极出击，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展合作，成功引进浙商资产的战略投资。公司通过引入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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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战略投资的契机，通过股东强大的金融资源，消除融资短板，提升亿利达核心竞争力，推动亿利达技

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同时公司实现与浙商资产、浙江省国贸集团的产业协同，形成互补优势，产生1+1>2

的聚合效应，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将公司做大做强。 

  2、加大了新兴产业投入，实现了多产业联动发展    

加大了轻量化汽车部件等产业的投入，持续增资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推进了三进科技的车间改造

提升，亿利达科技东厂区厂房动工兴建，公司风机技术中心及全性能测试中心技改项目及亿利达科技年产

35万台车载充电机及10万台DC/DC转换器技术改造项目顺利通过了环保验收，为产业发展构建了良好的发

展环境。同时强化了营销力度，不断整合行业与客户资源，持续巩固与大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大客户销

售占比持续提升，持续巩固了公司空调风机行业的龙头地位；建筑通风机产品成功为海底捞集采、郑州奥

体中心等项目供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充电机产品发展势头平稳，产能优势日益显现；轻量化汽车部件

已进入上汽五菱等汽车厂商的供应链，实现批量供货，增长后劲十足；为多产业联动发展奠定了良好格局。 

    3、加强了创新平台建设，促进了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亿利达风机企业研究院通过省级验收，实现了创新平台建设领域的突破，高效低噪智能风机技术工程

研究中心通过了省级认定，风机全性能测试中心通过了CNS认证；子公司三进科技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杭州铁城、江苏富丽华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亿利达科技被认定为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持续

深化了与浙江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合作，与浙江理工大学建立了教授与研究生驻企服务的机制，获批省教育

厅浙江理工大学流体工程装备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利用有效资源服务创新工作。持续强化了新品的开发

和工艺改进工作，公司全年完成新品研发项目10多个，产品品类更加齐全；申请专利13项，参与国家及行

业标准修订与起草3项，主持起草的浙江制造团体标准《组合式空调机组用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已发布

实施。推进了研发管理机制改革，推行了新产品研发项目经理负责制，推动研发人员主动与市场需求对接，

促进了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4、加强了集团化管控，竞争优势持续增强 

  通过加强集团化管控，优化了相关管理制度和流程，促进了内部管理的提升。加强了应收帐款管理、

费用控制和风险管理等，推进了阿米巴和预算管理，全年实施公司级降本增效项目50多项，降本增效数百

万元。加强了信息化建设，伟隆、铁城ERP系统成功上线；MES系统已在推进实施；同时推进了财务系统、

选型软件、CRM软件、MES系统与ERP兼容与整合工作。加强了供应体系管理，优化了采购流程，实现了子

公司间采购资源的共享，保障了物料供应的及时率。加强营销服务，实现了快速下单，细化了物料和计划

等管理，促进了生产交付的及时率。推进了品质管理，客诉明显下降，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 

  5、深化了人才建设，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长期以来，公司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建立了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在全年保持了较低的员工流失

率。关注员工学习成长，实施了职称补贴等制度，全年新增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10多人。同时以党工团等

组织为主导开展了国庆综艺晚会、趣味运动会、篮球赛、单身联谊会、读书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了

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6、投资者关系维护持续增强，规范管理保护公众权益 

加强投资者关系维护，设立了投资者热线，及时接待处理投资者来电并做好记录，全年投资者关系平台投

资者问题42项全部及时得到回复；做好公司与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机构研究员之间的沟通，接待机构调

研1次4家机构4人次。做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加强信息披露工作, 切实加强相关信息保密，确保

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对待所有股东和投资者。每天收集、整理主要新闻媒体及互联

网上有关公司、同行、客户相关的媒体报道及相关政策、财经动态,对公司二级市场上的股票的表现，及

时进行分析，加强市值管理，做好与主流媒体的沟通交流工作,维护了公司良好的公众形象。 

     公司发展战略 

倡导高效节能、低碳环保、科技创新的绿色智慧理念，整合新材料、智能科技在风机、电机行业的广

泛应用，持续巩固国内空调风机市场行业领导者地位；抓住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汽车轻量化发展的契机，积

极拓展新能源汽车领域产业布局，大力推进新能源车载充电机、节能型新能源动力总成零部件等汽车轻量

化部件及汽车轻量化新材料的研发、制造和市场推广，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巩固细分行业龙头地位，实

现风机（含配套电机）与新能源汽配双主业驱动发展，努力将亿利达打造成为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国际知名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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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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风机及配件 698,462,255.13 199,933,665.00 28.62% 3.23% -6.70% -3.05% 

车载电源 236,577,974.07 92,167,984.46 38.96% 3.24% -13.68%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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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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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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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3日，公司与标的公司台州三进压铸有限公司（简称“三进压铸”）以及三进压铸原股东戴

明西、戴灵芝在台州市路桥区签署了《增资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19,775.00万元对三进压铸进

行增资，以取得增资后三进压铸51%的股权。2018年1月29日本次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全部完成。三进压铸

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范围。2018年2月7日三进压铸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三进科技

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1日，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进科技”）以及三进科技

股东戴明西在台州市路桥区签署了《增资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8,725.00万元对三进科

技进行增资，取得三进科技9%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共计持有三进科技6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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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8日，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进科技”）少数股东戴明

西在台州市路桥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7,925.4万元收购戴明西所

持有的三进科技注册资本562.50万元所对应的公司15%股权。上述15%股权的工商手续未在报告期内办理完

毕。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动仅体现三进科技60%股权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晓明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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