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04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18-056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8 年 10 月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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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7,229,580.06 15,263,595,915.80 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433,127,699.64 6,596,692,378.92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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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223,790.09 12.81% 3,215,998,537.89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3,064,614.37 - -149,836,221.90 -1,50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3,766,254.82 - -207,812,388.7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4,780,917.10 -121.97% -486,234,083.66 -704.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4 - -0.0776 -1,51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4 - -0.0776 -1,51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 -1.54% -2.30%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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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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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5,958.4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45,416,164.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17,843.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833,307.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4,401.24  

合计 57,976,166.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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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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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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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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0 

曾远彬 境内自然人 3.18% 61,364,739 0   

石河子华锋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 49,288,5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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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立 境内自然人 1.14% 21,96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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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伍文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伍

文稳盈 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14,046,766 0   

广东伍文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银

聚稳盈 5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9,80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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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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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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64,739 人民币普通股 61,364,739 

石河子华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9,288,537 人民币普通股 49,28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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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佳华 23,897,793 人民币普通股 23,897,793 

林立 21,964,584 人民币普通股 21,96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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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伍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伍文

稳盈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046,766 人民币普通股 14,046,766 

广东伍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银聚

稳盈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800,874 人民币普通股 9,80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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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伍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伍文

稳盈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广东伍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银聚稳盈 5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为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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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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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64,584

股公司股份；股东广东伍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伍文稳盈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

用账户持有 12,977,798股公司股份；股东广东伍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银聚稳盈 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8,454,9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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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 原因说明 

存货  4,191,860,980.15  2,607,662,752.78  60.75% 主要原因为本期在制品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64,155,408.14  148,787,169.74  77.54% 主要原因为增值税留抵税额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9,984,770.42  64,195,544.04  -37.71% 
主要原因为本期部分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

至固定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9,579,300.00  2,282,137.89  4,701.61% 

在本期财务报表中调整公司对华锐风电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10,957.93万元的应收账款至对华锐风

电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的预付账款，并在“其他

非流动资产”项目列示。 

短期借款  750,000,000.00  400,000,000.00  87.50% 主要原因为本期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预收款项  2,995,838,400.10  1,979,221,667.26  51.36% 主要原因为本期客户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2,818,800.91  101,879,878.57  -38.34% 主要原因为本期支付上年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20,389,265.47  100,757,372.95  -79.76% 主要原因为本期缴纳税款所致。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0,853,479.74  4,547,860.86  358.53% 
主要原因为本期修订离岗退养政策，按照新的工资标

准重新计提长期应付职工薪酬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983,384.26  -232,791.08  - 主要原因为本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171,868,539.23  369,136,963.39  -53.44% 

主要原因为上期根据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质量问题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

增加三包损失质量损失所致。 

研发费用  18,990,750.54  36,872,888.72  -48.50% 主要原因为本期研发活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5,551,994.94  32,568,539.63  -147.75% 主要原因为本期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34,186.26  -277,589,849.05  - 

主要原因为上期根据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质量问题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

转回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397,526.47  8,814,537.60  -95.49%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的股利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167,285,749.33  -7,647,975.02  - 主要原因为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4,013,042.41  73,972,767.20  -94.57% 

主要原因为本期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

补助（2017年修订）》之后，将实际发生的与日常活

动相关的政府补助26,395,958.49元计入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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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1,795,199.40  6,831,908.89  -73.72% 主要原因为本期债务重组损失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165,067,906.32  59,492,883.29  -377.46% 主要原因为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9,756,008.23  53,674,186.69  -118.18% 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净利润  -155,311,898.09  5,818,696.60  -2,769.19% 主要原因为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9,836,221.90  10,700,261.53  -1500.30% 主要原因为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78,172,400.97  161,598,589.11  -51.63%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退税款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19,749,452.82 159,416,742.04 37.85%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与经营活动相关的其他款项增加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6,234,083.66 80,488,263.45 -704.11% 

主要原因为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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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85.00  3,967,117.10  -98.40% 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现金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3,751,536.19  26,091,724.45  -47.30% 主要原因为本期购置固定资产付款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0.00  418,900.00  -100.00% 主要原因为本期无投资支付的现金支出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751,536.19  26,510,624.45  -48.13% 主要原因为本期购置固定资产付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88,951.19  -13,363,507.35  - 主要原因为本期购置固定资产付款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50,000,000.00  200,000,000.00  175.00% 主要原因为本期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0.00  6,00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为本期未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款项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0,000,000.00  206,000,000.00  166.99% 主要原因为本期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0  400,000,000.00  -50.00% 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银行到期贷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1,029,069.49 27,979,682.61 46.64% 主要原因为本期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1,029,069.49  427,979,682.61  -43.68% 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银行到期贷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8,970,930.51  -221,979,682.61  - 主要原因为本期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10,188,331.43 -4,429,646.31 - 主要原因为本期外币存款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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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8年7月7日披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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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8-047），

为推进解决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风电”）到期商业承兑汇票兑付问题，经第四届董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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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华锐风电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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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订了《资产转让合同书》，由内蒙古公司以资产评估价值10,957.93万元为交易对价向本公司转让其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构筑物、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和土地使用权，抵偿华锐风电2018年5月31日到期未兑付的1.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与

1.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差额部分4,042.07万元，由华锐风电向公司继续清偿，但最迟不应当超过2018年12月31日。华锐风电

对本公司应兑付商业承兑汇票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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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7-036）以及分别于2018年1月3日、2018年3月3日、2018年6月2日、

2018年6月26日、2018年7月4日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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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分别为2018-001、2018-016、2018-038、2018-042、2018-043）。公司将继续加大相关工作力度，通

过积极催收款项、推进资产清偿等措施，妥善推进解决上述债权，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 

2.经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18年6月8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选择按照青岛扬帆船舶制造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分期12个月，获得70%”的清偿方案，对申报确认的债权本金6,076万元

进行债务重组。其中，债权本金在35万元（含35万元）以下部分自重整计划获得裁定批准之日起15日内全额清偿；超过35

万元以上部分于12个月内清偿70%，在重整计划批准之日起按4个月一次平均清偿，剩余部分予以豁免。按照清偿安排，公司

预计共可获得清偿4,263.70万元，其中公司预计2018年内可获得清偿约1,444.57万元，2019年可获得清偿约2,819.13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债务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5）。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

已实际收到清偿款1,444.57万元。 

3.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挂牌转让设备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为盘活存量资

产，提高闲置资产运营效率，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大连华锐船用曲轴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曲轴公司”）拟通过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对外转让1台HF-5M龙门铣，挂牌价格将不低于资产评

估值838万元，最终交易价格根据竞价结果确定。2018年9月29日，曲轴公司HF-5M龙门铣设备转让项目于大连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转让底价为975万元，目前仍处于征集受让方阶段，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27日、9月29日披露了《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和《关于

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8-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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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业经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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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底价为6,091.07万元，目前处于征集受让方阶段，公司将根

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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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true/1203614344?announceTi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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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true/1204301696?announceTi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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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true/1204446335?announceTi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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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true/1205029587?announceTi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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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true/1205090111?announceTime=201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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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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true/1205119873?announceTi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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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true/1205130772?announceTime=2018-07-07 

关于公司债务重组的公告 2018 年 05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true/1204982864?announceTime=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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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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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控股子公司挂牌转让设备资产的

公告 
2018 年 09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true/1205467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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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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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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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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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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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50.00% 至 -2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265.97 至 2,025.56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531.9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受 2018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预计有所增加影响，公司 2018 年

度业绩预计同比有所下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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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440,380.32 0.00 0.00 0.00 

7,449,767.0

8 
债权转股权 

合计 
7,890,147.

40 
0.00 -440,380.32 0.00 0.00 0.00 

7,449,767.0

8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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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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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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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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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8 年 07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信息披露 

2018 年 07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信息披露 

2018 年 07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其他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披露的《2018

年 7 月 1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7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信息披露 

2018 年 07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信息披露 

2018 年 07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8 年 07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股价 

2018 年 07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股价 

2018 年 07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股价 

2018 年 07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股价 

2018 年 07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股价 

2018 年 08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业绩 

2018 年 08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业绩 

2018 年 08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业绩 

2018 年 08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业绩 

2018 年 08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8 年 08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业绩 

2018 年 08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情况 

2018 年 09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情况 

2018 年 09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业绩 

2018 年 09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披露的《2018

年 9 月 1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9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情况 

2018 年 09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公司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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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丛红 

                                                                                    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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