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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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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毕海涛 董事 因有重要事项，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董事长刘铭山 

李文 独立董事 因有重要事项，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独立董事张心明 

 

1.3  公司负责人刘铭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毕海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晶

洁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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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780,525.01 2,281,480,746.83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0,821,734.25 705,179,563.69 0.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063,224.57 -72,191,059.47 -85.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68,557,219.82 157,303,941.05 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63,662.41 5,245,306.96 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87,920.25 4,502,750.11 -29.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0.78 增加 0.02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8 0.0137 8.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8 0.0137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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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1,400.9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73,251.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85.00  

所得税影响额 -436,895.67  

合计 2,475,742.1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5,09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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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49,385 34.03 0 无  国有法人 

张寿清 5,450,000 1.42  无  未知 

夏重阳 5,330,000 1.39  无  未知 

刘锦英 5,188,100 1.35  无  未知 

张鑫 4,550,000 1.19  无  未知 

李胜军 3,281,575 0.86  无  未知 

蒋欣菊 2,500,000 0.65  无  未知 

李光宇 2,452,889 0.64  无  未知 

曾强 2,381,292 0.62  无  未知 

张远航 2,099,600 0.55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0,449,385 人民币普通股 130,449,385 

张寿清 5,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50,000 

夏重阳 5,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30,000 

刘锦英 5,188,1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8,100 

张鑫 4,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0,000 

李胜军 3,281,575 人民币普通股 3,281,575 

蒋欣菊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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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宇 2,452,889 人民币普通股 2,452,889 

曾强 2,381,292 人民币普通股 2,381,292 

张远航 2,09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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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数 上年度期末数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13,492,848.04 20,824,730.30 -35.21 汇票到期托收回款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131,333,189.38 25,112,460.70 422.98 本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 

其他应收款 9,025,517.79 6,846,628.47 31.82 往来款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832,809.75 67,949,338.58 -53.15 质保金到期 

短期借款 149,700,000.00 110,000,000.00 36.09 短期银行借款增加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管理费用 10,942,064.43 8,098,119.56 35.12 职工薪酬等增加 

研发费用 4,035,149.68 2,848,586.26 41.65 研发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1,879,910.16 5,928,784.29 -68.29 
汇兑收益增加及票据贴现

息减少 

其他收益 2,773,251.90 866,000.00 220.24 本期获得的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448,631.13 -26,044.70 -1,622.54 权益法核算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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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4,063,224.57 -72,191,059.47 -85.71 票据到期划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947,571.74 -865,053.40 -934.34 

本期支付购建固定资产款

增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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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意大利安塞尔多能源公司（Ansaldo Energia S.p.A）（以下简称：安塞尔多）

于2009年8月、2010年1月签署《Aprilia项目空冷凝汽器供货协议》，哈空调为意大利Aprilia 800MW

联合循环电站提供直接空冷凝汽器的设计及供货，合同总金额为17,008,000.00欧元。合同履行过

程中，双方就产品修复、消除相关缺陷的费用等问题发生了争议，虽经多次协商，未果。2013年7

月，公司收到意大利米兰商会仲裁委员会（Camera Arbitrale di Milano）（以下简称“仲裁委”）

的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人为：安塞尔多；仲裁被申请人为：哈空调。 

2020年9月，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申请人：安

塞尔多，被申请人：哈空调，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

月7日立案，案号为（2020）京04协外认29号。 

2020年11月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京04协外认29

号《民事裁定书》。 

相关公告详见2009年8月6日、2013年7月12日、2020年9月19日、2020年11月4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公司因与南湖路厂区资产受让方合同纠纷事项，于2019年3月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出诉讼，讼立案编号（2019）黑民初14号；2019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签发的（2019）黑民初14号民事判决一审判决书；2020年1月，公司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

达的一审被告的《民事上诉状》及《提交二审相关材料通知书》，上诉人（一审被告）不服黑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黑民初14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0年7月2日，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就本案下达的(2020)最高法民终181

号民事调解书。 

相关公告详见2019年3月9日、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14日、2020年7月3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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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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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年初至报告期期末净利润为5,600,980.55元，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

可能为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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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