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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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丛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朝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世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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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45,124,116.87 15,496,830,115.00 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653,598,450.87 6,591,639,904.96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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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534,885.06 48.98% 4,394,801,313.03 3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146,738.51 - 24,446,577.93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939,978.02 - -35,395,632.4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32,196,932.05 - 417,445,931.8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9 - 0.0127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9 - 0.012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6% 1.85% 0.37% 2.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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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2,5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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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75,218.4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5,850,62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831,007.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75,193.00  

合计 59,842,21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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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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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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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98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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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重工·起重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71% 1,075,898,974 0   

大连市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47% 124,981,784 0 质押 62,000,000 

曾远彬 境内自然人 2.99% 57,755,210 0 质押 29,74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6% 37,939,200 0   

张佳华 境内自然人 1.24% 23,897,793 0   

石河子华锋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22,705,637 0   

林立 境内自然人 1.09% 20,964,584 0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4% 16,205,533 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51% 9,933,700 0   

徐建源 境内自然人 0.32% 6,226,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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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1,075,898,974 人民币普通股 1,075,898,974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124,981,784 人民币普通股 124,981,784 

曾远彬 57,755,210 人民币普通股 57,755,2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7,939,200 人民币普通股 37,93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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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华 23,897,793 人民币普通股 23,897,793 

石河子华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2,705,637 人民币普通股 22,705,637 

林立 20,964,584 人民币普通股 20,964,58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6,205,533 人民币普通股 16,205,533 

徐开东 9,933,700 人民币普通股 9,933,700 

徐建源 6,226,9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与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曾远彬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0,434,710 股公司股份；股东张佳

华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3,690,893 股公司股份；股东林立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0,964,584 股

公司股份；股东徐开东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9,600,000 股公司股份；股东徐建源通过信用

账户持有 4,332,000 股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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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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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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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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332,512,328.13 861,446,581.37 54.68% 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回款增加、采购付款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6,752,498.21  - 
主要原因为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期将上期计入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列报的部分项目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5,518,158.19 44,823,399.60 68.48% 主要原因为本期留抵税金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3,607,481.84 -100.00% 

主要原因为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上期计入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列报的项目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4,908,447.01 12,891,996.93 -61.93% 
主要原因为本期联营企业亏损，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确认

投资损失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80,902,871.04  - 

主要原因为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期将上期计入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列报的部分项目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所致。 

在建工程 30,698,516.46 45,398,513.54 -32.38% 主要原因为本期将部分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所致。 

商誉  2,643,766.65  - 主要原因为本期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致。 

预收款项  3,533,717,804.28 2,232,037,622.01 58.32% 主要原因为本期订货增加导致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1,382,725.57 122,211,376.14 -49.77% 主要原因为本期发放上年度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其他应付款  33,001,407.53 48,897,890.02 -32.51% 主要原因为本期返还供应商保证金所致。 

应付利息   900,510.42 -100.00% 主要原因为本期支付贷款利息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31,391.77  - 
主要原因为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资产评估增值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92,126,377.26 -1,184,499.72 - 

主要原因为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上期计入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列报的项目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初

公允价值与原成本差额计入期初其他综合收益所致。 

专项储备  9,300,843.98 16,815,502.18 -44.69% 主要原因为本期安全生产费投入加大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4,394,801,313.03 3,215,998,537.89 36.65% 

受益于智能技术、环保技术进步，公司冶金机械类产品

市场竞争力增强，加之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本期收

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营业成本  3,559,297,199.49 2,734,485,026.00 30.16% 主要原因为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对应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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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44,598,064.36 18,990,750.54 134.84% 
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以“节能、环保、绿色、智能”为

方向加大了研发投入所致。 

利息收入 5,180,674.28 2,208,201.93 134.61% 主要原因为银行存款增加，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4,375,218.45 26,395,958.49 30.23% 主要原因为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7,982,549.92 397,526.47 -2,108.05% 
主要原因为本期联营企业亏损，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确认

投资损失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66,983.63  - 

主要原因为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上期计入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列报的部分项目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期公

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  -71,239,822.37  - 
主要原因为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期将计提的坏账损

失计入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1,534,052.08 -1,134,186.26 - 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022,572.77 133,909.32 2,157.18% 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39,701,647.79 -167,285,749.33 - 
主要原因为受益于智能技术、环保技术进步，公司冶金机

械类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强，产品平均毛利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047,443.45 4,013,042.41 449.39% 主要原因为本期违约补偿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9,878,451.26 1,795,199.40 1,564.35% 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预计负债所致。 

利润总额  31,870,639.98 -165,067,906.32 - 
主要原因为受益于智能技术、环保技术进步，公司冶金机

械类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强，产品平均毛利率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899,057.10 -9,756,008.23 - 主要原因为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  19,971,582.88 -155,311,898.09 - 
主要原因为受益于智能技术、环保技术进步，公司冶金机

械类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强，产品平均毛利率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446,577.93 -149,836,221.90 - 

主要原因为受益于智能技术、环保技术进步，公司冶金机

械类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强，产品平均毛利率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386,640,785.89   219,749,452.82 75.95%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7,445,931.83 -486,234,083.66 - 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回款增加、采购付款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11,499,000.00 -100.00% 主要原因为本期参股公司未分配股利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1,090,000.00 63,585.00 1,614.24% 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90,000.00 11,562,585.00 -90.57% 主要原因为本期参股公司未分配股利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048,570.83 13,751,536.19 -77.83% 主要原因为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48,570.83 13,751,536.19 -77.83% 主要原因为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现金减少所致。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50,000,000.00 200,000,000.00 225.00% 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68,866,488.42 41,029,069.49 67.85% 主要原因为本期分配股利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18,866,488.42 241,029,069.49 198.25% 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8,770,513.42 308,970,930.51 -170.81% 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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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妥善解决双方在合作期间产生的产品故障赔偿责任等相关事项，结合产品质量鉴定结论及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风电”）对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套公司”）拖

欠的款项，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公司（含成套公司，下同）于2017年6月13日与华锐风电签署了《质量问题

谅解备忘录》，就与华锐风电合作中的产品故障问题的损失赔偿金额、拖欠款项的支付及后续供货问题等事项达成协议。根

据备忘录，在向华锐风电一次性支付损失赔偿金4.128亿元后，公司不再承担向华锐风电所供全部产品质量保证、售后服务

等在内的任何保障责任；对于截至2017年5月31日华锐风电拖欠公司的货款，在冲抵损失赔偿金后的余额8.96亿元，华锐风

电承诺将在2017年12月31日前全部清偿或通过其他有利于双方公允利益的措施处理。 

针对上述截至2017年5月31日华锐风电对公司8.96亿元剩余欠款，截至2017年12月31日，累计偿付5.54亿元，对于剩余

3.42亿元，华锐风电向成套公司支付了最迟于2018年6月末陆续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华锐风电分别于2018年4月30日、2018

年6月21日、2018年7月3日、2018年12月29日兑付5,000万元、10,000万元、4.33万元和1,018.79万元。华锐风电于2018年7

月以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公司”）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机

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和土地使用权抵偿10,957.93万元，后于2018年12月11日与本公司、内蒙古公司及瑞通轴承（内

蒙古）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通轴承”）签署《资产买卖合同》对抵债方案进行变更调整，但清偿欠款的总额未发生

变化，合计仍为10,957.93万元，其中华锐风电将抵债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以资产评

估值转让给瑞通轴承，对应价款9,755.08万元由瑞通轴承向本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等设备类资产仍然

转让给本公司，对应价款1,114.78万元直接冲抵华锐风电对本公司的等额欠款；华锐风电留用评估价值为88.06万元的车辆

资产，对应价款华锐风电已支付给本公司。双方于2018年12月28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华锐风电拟以资产评估值为交易对价

向公司转让其所持华电虎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8%股权和华锐风电科技（大连）有限公司100%股权，合计抵偿7,223.28万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华锐风电科技（大连）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过户变更登记已完成，瑞通轴承已向公司支付定金及进

度款合计3,000万元，内蒙古公司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和土地使用权及华电虎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8%股权等资产过户工作仍

在积极推进中。公司已派出专人跟踪，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将严格按照监管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从上海迈仑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退伙的公告》，鉴于上海迈

仑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迈仑凯”）自成立以来，未能在项目投资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为控制投资风

险，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海威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威投

资”）从迈仑凯退伙，退伙财产份额价格以其持有迈仑凯的出资份额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参考，经各合伙人协商确定为人

民币1,000元，海威投资认缴其余200万元出资义务因退伙而消灭。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海威投资已收到交易价款，退伙事宜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将严格按照监管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于2019年8月7日披露了《关于获得第六届大连市市长质量奖的公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印发大

连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大政发〔2018〕35号）和大连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关于第六届大连

市市长质量奖获奖组织的通报》，公司被授予“第六届大连市市长质量奖企业”，于2019年8月6日收到奖励资金200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奖励资金将计入本年度其他收益。 

4.公司于2019年9月3日披露了《关于山西后服务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大重机电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投资800万元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山西华锐重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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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5.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27日、9月29日和2019年9月20日披露了《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公告》、《关于挂牌转

让大重宾馆资产的补充公告》、《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进展公告》，为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公司拟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挂牌价格将不低于资产评估值

6,091.07万元，最终交易价格根据竞价结果确定。上述事项经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2018年10月29日，公司将大重宾馆资产于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转让底价为6,091.07万元。根据挂牌公告的交易条

件，该项目至2019年9月11日挂牌期满，在挂牌期内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经公司与大连产权交易所沟通确认，

本次公开挂牌事项期满自行终止。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质量问题谅解备忘录》的关

联交易公告 

2017 年 06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361

4344&announcementTime=2017-06-14 

关于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质量问题谅解备忘录》的关

联交易进展公告 

2018 年 01 月 03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430

1696&announcementTime=2018-01-03%2011:46 

关于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质量问题谅解备忘录》的关

联交易进展公告 

2018 年 03 月 03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444

6335&announcementTime=2018-03-03 

关于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质量问题谅解备忘录》的关

联交易进展公告 

2018 年 06 月 0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502

9587&announcementTime=2018-06-02 

关于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质量问题谅解备忘录》的关

联交易进展公告 

2018 年 06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509

0111&announcementTime=2018-06-26 

关于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质量问题谅解备忘录》的关

联交易进展公告 

2018 年 07 月 04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511

9873&announcementTime=2018-07-04 

关于受让华锐风电资产抵偿对公司债务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513

0774&announcementTime=2018-07-07 

关于调整华锐风电以资产抵债方案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2018 年 12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566

4162&announcementTime=2018-12-12 

关于华锐风电以股权资产抵偿对公司债

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8 年 12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570

0332&announcementTime=2018-12-29 

关于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质量问题谅解备忘录》的关

联交易进展公告 

2019 年 01 月 03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570

7823&announcementTime=2019-01-03%2011:39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2019 年 01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576

3556&announcementTime=201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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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锐风电以股权资产抵偿对公司债

务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1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580

6592&announcementTime=2019-01-29 

关于华锐风电以资产抵偿对公司债务暨

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2 月 0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

=9900004001&s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581

9855&announcementTime=2019-02-01%2011:44 

关于华锐风电以股权资产抵偿对公司债

务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4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

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6088376&announce

mentTime=2019-04-25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年年报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 
2019 年 06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

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6365204&announce

mentTime=2019-06-19 

关于华锐风电以资产抵偿对公司债务暨

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7 月 0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

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6411691&announce

mentTime=2019-07-02 

关于全资子公司从上海迈仑凯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退伙的公告 
2019 年 07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

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6459707&announce

mentTime=2019-07-19 

关于获得第六届大连市市长质量奖的

公告  
2019 年 08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

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6503402&announce

mentTime=2019-08-07%2011:39 

关于山西后服务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

公告  
2019 年 09 月 03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

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6875783&announce

mentTime=2019-09-03%2011:40 

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

letin_detail/true/1205467335?announceTime=2018-09-27 

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补充公告 2018 年 09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

letin_detail/true/1205476978?announceTime=2018-09-29 

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9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

tockCode=002204&announcementId=1206938510&announce

mentTime=2019-09-20%2011:3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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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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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大连重工·起

重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本

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会投资任何

与本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011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大连装备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 

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本公

司及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会投资任何与

本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011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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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7,890,147.

40 
-366,983.63 -770,665.56 0.00 0.00 0.00 

6,752,498.2

1 
债权转股权 

其他 
22,850,000

.00 
0.00 0.00 0.00 0.00 0.00 

61,798,962.

38 
自有资金 

其他 
63,638,000

.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9,103,908

.66 
自有资金 

其他 
5,043,330.

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债权转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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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9,421,477

.40 
-366,983.63 -770,665.56 0.00 0.00 0.00 

187,655,369

.25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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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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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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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7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权益分派事宜 

2019 年 08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价情况 

2019 年 08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产品、公司股价 

2019 年 08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股价 

2019 年 08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股价 

2019 年 08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价情况 

2019 年 08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产品、公司股价 

2019 年 09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产品情况 

2019 年 09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价情况 

2019 年 09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产品 

2019 年 09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股价 

2019 年 09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产品、公司股价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丛红 

                                                                                    2019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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