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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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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 年度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39,681.02元，扣除本期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2,225,732.39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564,560.13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2,178,508.76元。 

由于公司 2018 年度实现的利润基数较小，考虑到资金紧张的现状，公司 2018年度拟不进行

股利分配，上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结转至 2019年度，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8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哈空 60020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维周（代行职责） 李小维 

办公地址 哈尔滨高新技术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

滇池街7号 

哈尔滨高新技术开发区迎

宾路集中区滇池街7号 

电话 0451-84644521 0451-84644521 

电子信箱   lxw@ha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为各种高、中、低压空冷器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石化空

冷器和电站空冷器。此外，公司还设计、制造和销售核电站空气处理机组产品及其他工业空调产

品。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仍为石化空冷器和电站空冷品的设计、制造

和销售。公司的经营模式也未发生变化，仍为“产品直销、以销定产、按订单分批采购”的经营

模式。 

近年来，受国家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公司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电站产品方面，一是由于社

会及企业用电量减少，造成电企不能满负荷发电，二是受相关政策调控影响，煤电投产规模将进

一步调控，部分已核准（在建）项目推迟，国内新建或新开工空冷电厂项目大幅减少，富煤缺水

的北方地区均被国家相关部门划为煤电过剩区域，导致电站空冷产品需求萎缩；石化产品市场由

于受国家环保指标要求提高的影响，部分新建项目产品需求复苏，市场略有回暖，总体上较上年

略有增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676,981,589.56 1,651,495,913.65 1.54 1,914,822,014.94 

营业收入 768,809,146.14 273,462,686.88 181.14 264,894,27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839,681.02 -87,515,012.45 123.81 -181,179,28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795,707.24 -102,114,891.69 112.53 -195,017,68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16,504,522.53 595,696,869.79 3.49 683,186,791.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69,282.13 183,109,209.20 -102.33 258,100,981.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44 -0.2283 123.83 -0.47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44 -0.2283 123.83 -0.47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44 -13.69 增加17.13

个百分点 

-23.4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7,297,015.71 149,850,945.81 172,261,694.00 379,399,49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45,572.81 21,224,059.96 5,116,591.88 10,044,60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322,280.75 3,845,337.77 3,684,727.77 22,587,92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926,035.52 -68,271,636.05 23,961,506.09 -7,885,187.6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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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4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7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0 130,449,385 34.03 0 质押 34,500,800 国有法

人 

薛继珍 6,233,700 6,233,700 1.63   未知   未知 

张鑫 4,400,000 4,400,000 1.15   未知   未知 

张寿清 4,000,000 4,000,000 1.04   未知   未知 

姜虹 3,475,919 3,475,919 0.91   未知   未知 

曾强 2,381,292 2,381,292 0.62   未知   未知 

成都海志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海志成长 1

号私募投资基金 

-24,096 1,965,904 0.51   未知   未知 

杨小龙 1,746,800 1,746,800 0.46   未知   未知 

林恩纯 0 1,525,000 0.40   未知   未知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1,217,798 1,217,798 0.32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控股股东--哈尔滨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年度，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6,880.91 万元，较上年增长 181.14%，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76,521.77 万元，较上年增长 202.48%，其他业务收入 359.14 万元（销售材料），较上年下降

82.46%。其中：主营业务中来自电站空冷产品的收入 40,252.22万元,较上年增长 916.41%，来自

石化产品的收入 35,775.40 万元，较上年增长 69.80%。实现营业利润 2,464.46 万元(上年为

-10,169.96万元)，净利润 2,083.97万元(上年为-8,751.50 万元)。公司利润构成和来源发生了

重大变化，主要原因是：本期产品销售收入增加，而相应分摊的固定制造成本未增加，以及大宗

原材料采购价格和外委加工价格下降等原因，使产品毛利率同比上升，产品毛利增加。 



报告年度，公司订货合同总额 54,627.95万元，较上年下降 58.52%。公司国内市场订货总额

43,330.34万元，较上年下降 19.90%，国际市场订货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11,297.61 万元，较上年

下降 85.44%；石化空冷产品订货金额 54,410.91万元，较上年增长 24.10%；电站空冷产品订货金

额 217.04万元，较上年下降 99.75%。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为 2019年及以后年度累计结转订单金

额人民币 217,063.86万元。 

公司在抓订单的同时，采取综合手段，大力推进产品发运和货款回收工作，2018年，公司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51,421.87万元，应收账款余额下降 2,833.97万元；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426.93万元，较上年末下降 102.33%，主要是由于销售收入的增长，支付的材料

采购款相应增加所至；期末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增加 13,694.75 万元。截止 2018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66,111.76 万元，较上年末下降 4.11%，存货余额 28,310.40 万元，较

上年末增长了 84.32%，银行借款 33,104.09万元，较上年末下降了 43.09%。 

报告年度，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和生产任务时间分布极不均衡，由于 2017 年签订的大部分项

目集中在 2018 年及以后交货，使公司 2018年度的生产特点呈现任务量大、产品工艺复杂、制造

难度大且交货期大量集中在一个时间段的态势，因产能、人力调配、生产管理等原因，公司上半

年生产计划完成率严重不足，形成了下半年生产任务异常紧张的局面，加之大批国外项目临近交

货期，生产制造及按期交货的难度大大增加。为此，公司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一是通过

实施“三项制度”改革，严格定岗定编，实行按劳分配，极大的激发了一线生产人员的工作热情，

工作效率显著提升；二是不断改进工艺技术，设计、采购等部门协同作战，提质提效；三是科学、

合理组织生产，注重产前及作业计划工作，将月度生产计划精细到日计划，有效的提高了生产计

划的管理水平，使生产计划安排与按期交货得到了极好的契合，制造难度比较大的加拿大、意大

利等国外项目均全部发货，2018年度合同交付率达到 100%。 

报告年度，依托签订的供货项目，公司完成了镍基合金 625 双丝堵高压空冷器及加拿大、印

度和俄罗斯等重点项目的设计工作；“电站间冷空冷器管束水室隔板开孔装置”和“用于加工双丝

堵密封结构丝堵孔的复合刀具”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实用新型专利；“石化空冷器双丝堵成套技

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被黑龙江省总工会评为 2018年度职工创新补助资金项目二等奖；全铝制百叶

窗设计、堵板自动焊专机开发等 15 项公司内部科研项目也于 2018 年圆满完成。这些科技成果为

公司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标志着公司在相关产品的设计、制造能力上继续保

持国内行业地位，也为公司今后进一步占领高端市场创造了条件。 

2018年，公司获得了“一种电站间冷空冷器管束水室隔板开孔装置”、“一种用于加工双丝堵

密封结构丝堵孔的复合刀具”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完成了 ASME U和 U2换版更新及换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升版及换版换证、国电投产品认证等工作；完成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到期复审

工作。 

为规范和执行公司《科研管理制度》，推动公司技术进步，使科研服务于公司发展，提高公司

整体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公司召开了“2018 年度科研项目验收评审会”，对公司内部新型

热风内循环式空冷器的结构设计、镇海 2.8mm/s 振速风机设计、空冷器管束的 ANSYS 计算及真空



校核、空冷器整体模块化运输设计、管束三维图纸设计、双丝堵密封形式空冷器研发设计、全铝

制百叶窗设计、直接空冷凝汽器主管道排汽装置设计、执行 CAS 和 GOST 标准的钢结构设计及计

算、堵板自动焊专机开发、腐蚀试验循环水自动报警装置、空冷器双丝堵密封技术研发与复合刀

具研制、印度项目钢结构标准与中国标准的区别、间冷海勒系统冷却单元包装优化改进等 14个项

目，进行了验收评审，针对各项目技术含量、技术指标先进性、工作量、自主开发难度、对科技

进步贡献、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缩短周期、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

评分并按获奖级别予以奖励，对促进公司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报告年度，公司继续推进资产整合工作，将拥有的王岗厂区资产、天功公司位于王岗厂区资

产、南湖路厂区资产分别以 7,454.32万元、632.94 万元、8,381.00万元的底价，在哈尔滨产权

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2018 年 4 月 18 日，公司收到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动态报价结果通知单，公司王岗厂

区资产成交价格为 7,456.04 万元、天功公司位于王岗厂区资产成交价格为 633.09万元。2018年

4月 27日，公司与王岗厂区资产（含天功公司位于王岗厂区资产）受让方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

并收到全部资产转让价款。目前，公司已取得相关部门批准，正在与上述资产受让方履行国有产

权过户相关程序，待上述产权过户后再行资产交接事宜。预计将于 2019年完成上述资产转让事项。 

2018 年 4 月 18 日，公司收到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动态报价结果通知单，公司南湖路

厂区资产竞价成交价格为 20,520.00 万元，但截至目前，该资产受让方仍未履行受让人义务，未

与公司签署资产转让合同，导致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至今未向公司支付成交价款。2019年 3月，

公司就上述合同纠纷事项，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该诉讼已获法院受理，诉讼立案

编号（2019）黑民初 14号。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因 2016 年、2017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8年 4月 25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18年度公司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也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的情形。公司将在年度报告披露的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若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未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可能面临暂停上市风险。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 号)，本公司根据相关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

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项目；（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报；

（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4）原“工程物资”项目并入“在

建工程”项目中列报；（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报；（7）原“专项应

付款”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项目中列报；（8）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列

示于“研发费用”项目，不再列示于“管理费用”项目。 

本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由于上述要求，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

本公司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公司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两户，详见附注“九、1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公司名称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铭山 

日期 2019年 3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