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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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5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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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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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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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辽河东路 106 号大冷股份证券法规部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辽河东路 106 号大冷股份证券法规部 

电话 0411-87968130 0411-8796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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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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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29,078,536.79 1,002,378,717.50 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017,542.28 98,260,163.09 -3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7,185,177.31 69,960,863.49 -18.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5,328,757.17 -148,577,541.90 28.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 0.11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 0.11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2.95% 减少 1.2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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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7,520,750.60 5,619,621,500.67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46,184,485.59 3,416,531,064.91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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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明显减少，主要是因报告期内市场竞争加剧及资金面紧张导致成套工程收入明显减少、

银行借款增加导致财务费用明显增加，以及去年同期公司出售 150 万股国泰君安股票获得投资收益约 2,746 万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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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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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9,740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6,000,000 0   

JOHCM INTERNATIONALSMALL CAP 

EQUITY FUND 
境外法人 0.64% 5,432,942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0.51% 4,384,079 0   

吴安 境内自然人 0.51% 4,359,900 0   

财通资本-坤泽 2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4,114,53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0.48% 4,105,157 0   

BOCI SECUR LIMITE 境外法人 0.41% 3,471,6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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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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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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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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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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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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8.47% 37.81% 0.6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1.98 39.47 -69.65% 

注：EBITDA利息保障倍数本期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去年同期含出售国泰君安股票150万股计入损益，本期贷款增加，利

息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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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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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双创平台，协力同心，

同担共享，努力实现主要经营指标。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2,908万元，同比增长2.66%；实现利润总额6,171

万元，同比下降41.17%，主要是因报告期内市场竞争加剧及资金面紧张导致成套工程收入明显减少、银行借款增加导致财

务费用明显增加，以及去年同期公司出售150万股国泰君安股票获得投资收益约2,74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武新制冷战略转型加快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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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山出资企业中率先开展双创激励试点工作，进一步激发战略转型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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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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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业内首创服务模式，快速拓展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30%。通过机房

托管及相关服务联姻优质客户，与蒙牛乳业、百威英博等建立战略合作，签订配件维修集采协议。涉氨制冷企业4S服务模

式在辽宁省政府支持下，开始向大连市以外的省内城市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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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中国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能力制冷空调一级等级证书。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松下压缩机积极推进转型，重点开拓高利润客户及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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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冷藏专用压缩机销量同比大幅增长。卧式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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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事业，与盒马鲜生、京东、全时便利、

罗森便利等重点客户进行了有效合作，收入同比增长约30%。商用厨房事业，中标人民大会堂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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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将CO2制冷压缩机应用到北京超市发店铺冷链系统中，实现国内超市零售领域CO2跨

临界活塞式制冷压缩机组的首家商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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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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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应对新零售平台需求。积极布局国际市场，目前已覆盖港

澳台地区及澳大利亚等东南亚国家。行业内首家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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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无人零售领域，以无人

零售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平台为抓手，努力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公司间接联营公司冰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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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冰山各出资企业销售，加快资金回笼，改善经营活动现金流；公司间接联营公司冰山慧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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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搬迁后老厂区地块综合利用，目前招商工作成效明显、改造工作有序推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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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依据公司子公司武新制冷董事会决议，武新制冷受让原参股公司武汉蓝宁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7.27%股权，受让完

成之后，武新制冷持有武汉蓝宁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4.54%股权，对其合并报表。截止2018年6月30日，上述股权受让已

完成。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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