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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0；200530                       证券简称：冰山冷热；冰山 B                公告编号：2021-031 

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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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山冷热；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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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东路 106 号冰山冷热证券法规部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东路 106 号冰山冷热证券法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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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285,620.97 873,403,414.46 2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84,210.01 -23,604,345.52 3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1,882,674.61 -8,256,994.99 -43.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887,836.28 -78,350,688.75 63.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28 39.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28 39.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0.70% 增加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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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7,895,817.75 5,681,568,328.36 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36,469,482.70 3,375,609,788.07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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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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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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27% 170,916,934 0   

SANYO ELECTRIC CO LTD 境外法人 8.72% 73,503,150 0   

林镇铭 境外自然人 0.80% 6,740,000 0   

吴安 境内自然人 0.53% 4,500,000 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0.52% 4,390,000 0   

张辉 境内自然人 0.52% 4,388,975 0   

薛红 境内自然人 0.42% 3,570,000 0   

大连市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3,406,725 0   

李晓华 境内自然人 0.38% 3,182,608 0   

张君 境内自然人 0.36% 3,05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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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总数为 42,446 户，其中 A 股股东 34,607 户，B 股股东 7,839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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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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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7 月 30 日 2021 年 07 月 30 日 2,5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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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1年 7月 30 日全部还本付息完成，并正式摘牌。 

三、重要事项 

2021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聚焦冷热主业及细分市场，围绕主营业务改善、新动能培育，持续改进创新、提质增效，扎实提

升核心竞争力。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429万元，同比增长25.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58

万元，出现亏损（同比减亏），主要是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公司及联营公司成本压力加大，公司主营业务改善效果体现

不充分。 

报告期内，公司守正创新、主动变革。企业文化建设务实开展，统一思想，编织梦想，多名核心技术人员回流。组织强化有

力推进，通过组织机构调整及业务流程再造，实施以市场为中心的一体化运营；通过项目管理制，全面落实项目预算，全过

程运营管控，保证利润，防范风险。工程力提升与制造力提升有序落地，订单同比大幅增长，经营现金流明显改善。红水预

冷装置入选“2021中国制冷展创新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冰山工程公司优化强化专业工作部，专业化深耕优势细分市场。中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厨房项目

（合同金额约3.4亿元），为公司有史以来单体工程最大的合同；中标上海之星室内综合性冰雪场馆项目（合同金额约1.3亿

元），为目前国内最大冰雪集成合同；中标中威果联项目（合同金额约1.2亿元），为公司近年来承建的最大苹果气调库合

同；多晶硅项目屡屡中标，合同总金额约0.8亿元；CO2项目集中爆发，影响力快速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武新制冷结合“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进一步实施产品及解决方案优化。整合资金资源，聚焦具

有显著节能减排效果的标准产品、能源类产品，以及工业余热利用、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压力能综合利用、煤矿井筒防冻等

综合解决方案。船用螺杆膨胀发电机组入选“2021中国制冷展创新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冰山服务公司新服务平台投入使用，业务创新步伐加快。冰山服务云平台2.0系统正式上线，将进一

步提升线上服务品质，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远程服务、数据分析。机房托管保运业务扎实推进，全国服务网点布局持续

优化。设备回收、设备租赁、节能管理等服务延伸项目顺利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松下压缩机以变应变、稳健成长。市场开拓稳步推进，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连续两年提升。25HP

大马力涡旋压缩机产品研发完成并全面推向市场，CO2转子压缩机成功应用于中车集团新一代氢燃料混合动力机车。深化组

织变革，成立华南支持中心，定向支持直销及代理商对热泵市场的开拓。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松下冷链持续深耕优势市场。康师傅合作进一步扩大，饮品冷藏柜市场再获大额订单。积极响应美

团优选个性化需求，快速推出国内首款一体式、大容量蓄冷剂快速冻结设备方案。基于开市客中国首店（上海店）的良好合

作，顺利中标开市客中国第2家店（苏州店）。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松下冷机进一步提升工程力与制造力。中标北京亦庄医药冷库项目，高质量承建第一座新冠疫苗冷

库。中标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新冠疫苗仓储项目，高速度承建第二座新冠疫苗冷库。最新研发的40HP大马力半封闭活塞

式压缩机正式上市，可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晶雪节能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并于2021年6月18日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未来发

展将获资本市场助力。 

 

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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