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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7                            证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编号：2020-023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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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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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0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555,03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6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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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重工 股票代码 00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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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睿  

办公地址 阜新市新邱区新邱大街 155 号  

电话 0418-6602618  

电子信箱 stock@daji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风电设备制造，主要产品是风力发电塔架和海上风电单管桩及其相关零部件。公司主

要服务于风电行业客户，产品主要供应于风力发电场，用于承载风力发电主机舱、叶片等大型部件。  

2、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1）装机容量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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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风电行业快速增长的一年。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19年，全年新增并网风电装机2574万

千瓦，累计并网装机21005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新增并网装机2376万千瓦，海上风电新增装机198万千瓦。

陆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2.04亿千瓦、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593万千瓦。 

    （2）弃风限电改善 

弃风限电改善，西北、东北及华北解禁贡献增量。弃风限电改善背景下，2019年三北“红三省”中的吉林实

现解禁，目前仅甘肃、新疆还处于红色预警。2020年有望全部解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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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687,338,341.00 969,781,614.27 73.99% 1,021,062,33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645,885.82 62,745,944.42 179.93% 41,499,51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164,258.84 41,140,185.32 279.59% 3,948,214.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416,008.19 101,915,258.43 124.12% -114,242,340.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64 0.1130 180.00%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64 0.1130 180.00%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5% 3.53% 5.72% 2.4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687,316,763.73 2,948,160,073.98 25.07% 2,756,008,77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07,708,885.34 1,814,091,562.52 10.67% 1,738,986,884.4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5,804,652.75 566,910,187.43 415,394,411.45 489,229,08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68,997.63 49,104,925.32 50,131,813.69 57,714,43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21,722.04 44,856,383.55 44,613,177.82 50,931,31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438,360.86 -54,647,372.01 298,816,589.74 78,685,151.3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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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04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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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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新金胤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74% 248,300,500  质押 12,999,998 

节洪臣 境内自然人 4.22% 23,409,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八组合 
其他 1.83% 10,154,980    

金鑫 境内自然人 1.40% 7,745,625 5,809,219   

王久福 境内自然人 1.39% 7,700,000    

周丽荣 境内自然人 1.13% 6,291,450    

李亚梅 境内自然人 1.09% 6,024,375    

董安军 境内自然人 0.89% 4,957,152  质押 2,800,00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三组合 
其他 0.82% 4,549,8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战略

转型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3% 4,043,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阜新金胤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金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2、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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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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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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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国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

量发展要求，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保持在合理区间，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公司紧紧围绕和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抢抓市场好转机遇，持续提升经营风

险防控能力，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脚踏实地、不断创新，奋勇向前，促进公司健康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8,733.83万元，同比上升73.99%；实现营业利润20,744.28万元，同比

上升183.23%；实现利润总额20,715.96万元，同比上升180.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64.59

万元，同比上升179.93%。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368,731,6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00,770,8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62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经营措施： 

1、深化精细管理，提升工作效率 

完善公司内部管理，明确各部门的“责、权、利”关系，优化人员结构和配置，实现公司人力资源的整

体优化。加强管理培训，提升员工降本意识，挖掘内部潜力，降低管理成本，提升工作效率。 

2、保证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坚定人才战略 

公司从队伍建设、人员培训、制度落实等方面全面夯实管理基础，不断提升 HSE 管理水平，加强员

工职业健康、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管理。为提升团队的整体管理水平，2019年，公司引进了各类高端专业

管理和技术背景骨干人才，提升了公司整体的技术创新和管理竞争力。 

3、提升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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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保障供应、安全生产和产品品质为前提，全面落实降本增效规划；优化生产、质量管理流程；

用精益工具，减少非增值操作；费用管理责任层层落实并定期复盘，严格成本质量控制。 

4、加强生产方面管理 

公司切实降低生产制造单位成本，提高产品交付效率；根据客户需求和订单情况，合理安排生产进度，

扎实保证生产效率，严把品质关，提升质量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

理体系、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和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工作，及EN1090、

ISO3834监督审核工作，为公司产品品质稳定和提升提供可靠保障。同时，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积极全员宣贯生产安全意识，多次通过定期排查、消防演练等各种形式，狠抓安全生产和隐患排查整改，

切实提升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5、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公司及时洞察市场动向，把握市场机遇，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交流，致力于扩大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占

有率和品牌知名度。同时，面对2019年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态势，公司优化客户管理体系，强化售前服务、

售后跟踪力度，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6、推进管理变革，提升经营效率 

公司立足中长期战略，深入开展精细化运营，通过进一步精细化分工，强化内部运营管理和合规管理，实

施多项管理变革项目，挖潜提效。加强财务预算管理和费用管控，强化现金流管理，明确效益型增长目标，

聚集主营业务，优化整体资源配置。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风电塔筒 1,664,993,160.59 375,499,453.63 22.55% 73.64% 99.65% 2.9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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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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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

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审

批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

为 “应收票据 ”和 “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

额76,938,438.82元， “应收账

款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521,207,639.73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 “应付票据 ”和 “应付账

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

额380,437,964.22元， “应付

账 款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145,454,010.31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

票 据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62,638,438.82元， “应收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 380,436,056.01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

票 据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250,949,079.21元， “应付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81,214,629.82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

整。 

董事会审

批 

无影响 无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

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

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审批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313,101,36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313,101,360.00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263,000,00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263,000,000.00元 

（2）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审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75,000,000.00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75,000,000.00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75,000,000.00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75,000,000.00元 

（3）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董事会审批 

应收票据：减少76,938,438.82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76,938,438.82

元 

 

应收票据：减少62,638,438.82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62,638,438.82

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80,344,311.2

0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80,344,311.
2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76,938,438.8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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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76,938,438.8
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21,207,639.7

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21,207,639.

73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4,839,486.0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4,839,486.0

6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313,101,360.0

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313,101,360.
0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

工具) 
75,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75,000,000.0
0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34,674,070.7
8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34,674,070.
78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62,638,438.8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62,638,438.8
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80,436,056.0
1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80,436,056.

01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49,715,560.8
1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49,715,560.

81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263,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263,000,000.
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

工具) 

75,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75,000,000.0
0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

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

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

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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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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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报告期公司新增2家子公司，注销新增的子公司1家，具体情况如下： 

（1）2019年5月29日，公司出资255万设立子公司南通金胤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金

胤公司”）。 

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子公司南通金胤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通市港闸区深南路199号天安数码城6幢607-24室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程建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MA1YG0RT6W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设备的设计与研发;建筑、能源、石油化工、环保、造船、矿山机械、工程机

械行业的工程技术服务与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9年12月25日，南通金胤公司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局下发的（06005019）公司注销[2019]第

12250001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注销完毕。 

（2）2019年9月29日，公司出资1000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兴安盟大金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安盟公司”）。 

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兴安盟大金重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孙晓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200MA0QHA748K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塔筒及配件制造和销售；钢结构制造安装，光伏发电钢结构支架制造安装。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金  鑫 

 

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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