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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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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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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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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一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青海华鼎 60024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祥军 

电话 0971-7111159 

办公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318 号 

电子信箱 lixj521@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959,561,608.40 2,952,942,447.66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95,680,592.76 1,754,905,053.76 -3.3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09,239.98 -85,650,445.4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33,667,706.71 473,592,373.62 -2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326,388.12 46,376,387.36 -20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838,119.57 -34,749,536.0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2.64 

减少5.56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1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1 -20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214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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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青海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85 52,019,200 0 质押 48,319,200 

上海圣雍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8.43 37,000,000 37,000,000 质押 37,000,000 

北京千石创富－招商银行

－广东粤财信托－粤财信

托·青海华鼎定增 2号单

一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43 37,000,000 37,000,000 无 0 

深圳市创东方富达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8.43 37,000,000 37,000,000 质押 37,000,000 

兴业全球基金－招商银行

－广东粤财信托－粤财信

托·青海华鼎定增 3号单

一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43 37,000,000 37,000,000 无 0 

青海机电国有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4.10 18,000,000 18,000,000 质押 18,000,000 

青海溢峰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10 18,000,000 18,000,000 质押 18,000,000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粤

财信托－粤财信托·青海

华鼎定增 1号单一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10 18,000,000 18,000,000 无 0 

王全妹 
境内自

然人 
0.96 4,206,411 0 无 0 

周建新 
境内自

然人 
0.57 2,500,28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青海机电国有控股有限公司、青海溢峰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圣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将在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中所取得股份享有的除收益权、处置

权之外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的股东提案权、董事监

事提名权、股东大会表决权等）不可撤销地、不设限制地

及无偿地全部授予青海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行使。同时，

承诺限售期满后不采取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



在本次发行中所取得的股份（除征得青海重型机床有限责

任公司的书面同意之外）。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与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8上半年，上半年行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的趋势进一步巩固，但是机械工业重点联系企业

数据显示，企业订货在经历 2017 年回升向好后，2018 年以来再次呈现出波动下行的趋势，市场

疲软、需求不足是一段时期以来持续困扰机械行业发展的问题。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压力较大

是上半年挤压机械行业利润的主要因素，提升行业发展质量的任务依然艰巨。同时，应收账款数

额大、回收难是当前影响机械企业生产经营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企业借贷并为此支付巨额资金使

用成本的重要原因之一。受以上原因影响，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3.34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29.5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032.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208.5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283.81 万元，比去年同期的-3,474.95 万元增加亏损

2808.86 万元。其中装备制造板块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33.82%，食品机械板块、新型板块

基本保持平稳；投资板块中钢结构因前期承接工程已基本完工，后续承接项目尚未开工导致营业

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78.56%，其余基本保持平稳。 

展望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为行业实现稳定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同时，市场需求不足、

成本压力较大、外贸摩擦不断等问题依然存在；提升行业发展质量的任务依然艰巨。公司将以年

初既定的经营计划，以夯实主营业务为核心目标，控制成本、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加强细分市场

开拓，以技术和服务促进产品销售，加强研发和技改投入，引进和开发新产品，突出存量资产效

益，加大考核力度，力争完成全年计划。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33,667,706.71 473,592,373.62 -29.55 

营业成本 289,673,246.44 379,775,323.89 -23.73 

销售费用 32,390,262.11 31,038,847.48 4.35 

管理费用 76,454,348.88 72,534,091.04 5.40 

财务费用 7,829,093.74 19,899,436.09 -6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09,239.98 -85,650,445.47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524.62 -27,851,042.2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03,474.48 -32,652,715.33  不适用 

研发支出 18,162,024.55 18,374,123.86 -1.1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装备制造板块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3402 万元，减少比例为 33.82%。

投资板块中钢结构因前期承接工程已基本完工，后续承接项目尚未开工导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减少了 9197 万元，减少比例为 78.56%。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收入减少与营业成本减少不同比，主要是材料费上涨及工资性费用增

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工资性费用及安装调试费用有所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工资及工资性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银行借款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上半年加大回收欠款力度效果较好，回收货款比上年

同期增加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2018年上半年未进行项目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2018年上半年，银行借款额度已批，但金融政策的

变化使部分款项尚未提取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2) 其他 

□ 适用 √不适用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8,546,578.65 1.64 100,286,697.50 3.40 -51.59 

归 还 借

款，生产

投入导致

减少  

应收票据  21,161,977.44 0.72 20,903,223.81 0.71 1.24   

应收账款  547,604,685.77 18.50 635,013,629.69 21.50 -13.76   

预付款项  159,465,919.93 5.39 102,118,643.12 3.46 56.16 

预付材料

及工程结

算 款 增

加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92,498,856.69 6.50 155,118,726.62 5.25 24.10 
往来借款

增加  

存货  941,725,618.56 31.82 900,555,204.62 30.50 4.57   

其他流动资产  22,925,216.59 0.77 22,752,050.94 0.77 0.76   

流动资产合计  1,933,928,853.63 65.35 1,936,748,176.30 65.59 -0.15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770,818.86 0.87 23,086,130.96 0.78 11.63   

投资性房地产  20,602,299.20 0.70 5,676,588.02 0.19 262.93 

新增投资

性 房 地

产  

固定资产  713,814,620.19 24.12 729,740,460.19 24.71 -2.18   

在建工程  23,245,666.34 0.79 18,816,626.43 0.64 23.54   

无形资产  104,026,869.74 3.51 105,952,542.45 3.59 -1.82   

商誉  4,107,611.22 0.14 4,107,611.22 0.14    

长期待摊费用  16,105,675.40 0.54 19,400,686.42 0.66 -16.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75,619,568.60 2.56 67,074,000.45 2.27 12.74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339,625.22 1.43 42,339,625.22 1.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25,632,754.77 34.65 1,016,194,271.36 34.41 0.93   

资产总计  2,959,561,608.40 100.00 2,952,942,447.66 100.00 0.2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24,500,000.00 14.34 468,700,000.00 15.87 -9.43   

应付票据  1,836,462.95 0.06 2,264,572.05 0.08 -18.90   

应付账款  400,079,637.18 13.52 327,635,161.79 11.10 22.11   

预收款项  70,671,506.75 2.39 59,600,978.01 2.02 18.57   

应付职工薪酬  13,187,341.16 0.45 11,983,432.98 0.41 10.05   

应交税费  21,602,439.69 0.73 34,865,189.11 1.18 -38.04 
结清未交

税金  

应付利息       86,395.83  -100.00 
结清未付

利息  

其他应付款  118,901,698.96 4.02 48,003,230.93 1.63 147.70 
往来欠款

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9,000,000.00 0.64 31,000,000.00 1.05 -38.71 

借 款 减

少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069,779,086.69 36.15 984,138,960.70 33.33 8.7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8,000,000.00 0.27 8,000,000.00 0.27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1,017,272.70 0.03 1,017,272.70 0.03    

递延收益  69,587,933.84 2.35 80,173,872.97 2.72 -13.20   

非流动负债合计  78,605,206.54 2.66 89,191,145.67 3.02 -11.87   

负债合计  1,148,384,293.23 38.80 1,073,330,106.37 36.35 6.9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38,850,000.00 14.83 438,850,000.00 14.86    

资本公积  1,242,780,985.39 41.99 1,242,780,985.39 42.09    

其他综合收益  -1,373,864.50 -0.05 941,447.60 0.03 -245.93 
公允价值

变动  

盈余公积  23,844,260.81 0.81 23,844,260.81 0.81    

未分配利润  -8,420,788.94 -0.28 48,488,359.96 1.64 -117.37 
亏 损 增

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695,680,592.76 57.29 1,754,905,053.76 59.43 -3.37 

  

少数股东权益  115,496,722.41 3.90 124,707,287.53 4.22 -7.3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11,177,315.17 61.20 1,879,612,341.29 63.65 -3.6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2,959,561,608.40 100.00 2,952,942,447.66 100.00 0.22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金额（元）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6,436,215.66 办理承兑汇票及保函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 

应收账款 19,963,043.94    质押 

固定资产 215,192,521.25    抵押 

无形资产 63,779,469.93    抵押 

合计 305,371,250.78    
 

3. 其他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 适用 √不适用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 适用 √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不适用  

(五)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 适用 √不适用  

(六)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金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华鼎重型 重型数控卧式机床 11,600.00  48,958.93  23,722.61  3,496.89  -1,857.52  



青海一机 卧式加工中心 8,000.00    23,217.28    11,199.04    1,227.28    -666.75    

广东恒联 食品机械 5,000.00    33,405.82    19,881.16    9,450.14    566.40    

华鼎齿轮箱 齿轮箱 5,000.00    23,606.40    2,922.09    837.13    -184.49    

广东精创 电梯配件 7,000.00    27,822.36    13,256.64    10,311.93    266.58    

苏州江源 机床 14,000.00    30,465.80    10,102.02    739.55    -874.02    

广州宏力 数控机床 1,000.00    2,220.00    17.54    553.03    -57.12    

青海东大 钢结构 11,980.00    70,028.79    18,265.31    2,510.78    -1,280.71    

华鼎装备 机床、齿轮箱 5,000.00    28,140.09    1,811.24    1,996.13    -704.29    

广东中龙 LED 灯具 1,538.00    6,769.47    -1,439.54    1,236.15    -360.05    

(七)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一、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二)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 不适用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

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

造业。”以及 “中国工业 4.0”的《中国制造 2025》等有力政策。我国智能制造装备的发展深度

与广度将日益提升。但是受环保政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生铁、钢材等原材料成本趋

升，同时对公司下游企业的产销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人工成本的增加、融资难以及同行业恶性

竞争等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存在，将对公司经营带来严重的考验。 

(三) 其他披露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股东大会情况简介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决议刊登的指定网站的

查询索引 
决议刊登的披露日期 

青海华鼎 2017 年年度

股东大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www.sse.com.cn 2018 年 4 月 28 日 

股东大会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青海华鼎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所涉及议案均通过。 

（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1、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每 10 股送红股数（股） 0 



每 10 股派息数(元)（含税） 0 

每 10 股转增数（股） 0 

（三）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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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承诺事项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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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溢峰科

技投资有限

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于世

光和夫人朱

砂 

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减少和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为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将来可能产生

的关联交易，确保青海华鼎全体股东

利益不会损害，信息披露义务人溢峰

科技及实际控制人于世光与朱砂出具

如下承诺：1、本企业（本人）将尽量

减少和避免与上市公司（包括其合并

报表子公司及分支机构，下同）之间

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

规避的关联交易时，将保证按市场化

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

行关联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不

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的合法

权益。2、除正常经营性往来外，本企

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所控制

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违规占用上市

公司的资金；或采用预收款、应付款

等形式违规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情况。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本

人）及本企业（本人）所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相关规章制

度的规定，坚决预防和杜绝本企业（本

人）及本企业（本人）所控制的其他

企业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自2017年

5 月 27 日

起。 

是 是   



情况发生，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或

使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或其他资产、资

源，不以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从

事损害或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行为。4、如承诺函承诺之内

容被证明不实或未被遵守而直接导致

上市公司实际损失的，将向上市公司

赔偿该等损失。 

其

他 

青海溢峰科

技投资有限

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于世

光和夫人朱

砂 

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后续计划：本次权

益变动完成后 12 个月内，溢峰科技及

一致行动人尚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

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

具体计划，尚无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自2017年

5 月 27 日

至2018年

8 月 9 日。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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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机电国

有控股有限

公司、青海

溢峰科技投

资 有 限 公

司、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兴业

全球基金管

理 有 限 公

司、上海圣

雍创业投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北京千

石创富资本

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

创东方富达

投 资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2015 年 9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5]201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 20,200 万股新股。2015 年 12 月 22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410651 号《验资报告》，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出具了《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新增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A 股）20,200 万股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认购

对象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不上市流通。 

2015年12

月 25 日，

期限为 36

个月。 

是 是   

（四）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经 2018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公司 2018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报酬分别为人民币 50万元和 25万元。 



审计期间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对上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五）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六）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本报告期公司有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报告期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七）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处罚及整改情

况 

□ 适用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诚信状况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诚信状况良好。 

（九）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工激励措施的情况及其影响 

1、相关股权激励事项已在临时公告披露且后续实施无进展或变化的 

□ 适用 √不适用  

2、临时公告未披露或有后续进展的激励情况 

股权激励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其他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员工持股计划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其他激励措施 

□ 适用 √不适用  

（十）重大关联交易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1）、已在临时公告披露且后续实施无进展或变化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2）、已在临时公告披露，但有后续实施的进展或变化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3）、临时公告未披露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十一）资产收购或股权收购、出售发生的关联交易 

1、 已在临时公告披露且后续实施无进展或变化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2、 已在临时公告披露，但有后续实施的进展或变化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3、 临时公告未披露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4、 涉及业绩约定的，应当披露报告期内的业绩实现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十二）共同对外投资的重大关联交易 

1、 已在临时公告披露且后续实施无进展或变化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2、 已在临时公告披露，但有后续实施的进展或变化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3、 临时公告未披露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十三）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1、 已在临时公告披露且后续实施无进展或变化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2、 已在临时公告披露，但有后续实施的进展或变化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3、 临时公告未披露的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十四）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 

1 托管、承包、租赁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2 担保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0.0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0.00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12,59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29,650.00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29,650.0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6.37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C） 0.0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D） 7,600.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50%部分的金额（E） 0.0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7,600.00 

3 其他重大合同 

□ 适用 √不适用  

（十五）上市公司扶贫工作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十六）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十七）环境信息情况 

1、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的环保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2、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的环保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青海华鼎属于是低耗能制造行业，不属于国家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

生产过程中的打磨、喷涂、及排污均达到国家环保标准。 

3、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未披露环境信息的原因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披露环境信息内容的后续进展或变化情况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十八）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1、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不适用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