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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达能电气 指 辽宁达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报告期初、期初 指 2019年 1月 1日 

报告期末、期末 指 2019年 3月 31日 

报告期 指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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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高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付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素英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

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会议室 

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财务

报表。 

2．年度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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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辽宁达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Liaoning Daneng Electric Co.,LTD. 

证券简称 达能电气 

证券代码 832107 

挂牌时间 2015年 3月 11日 

普通股股票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分层情况 创新层 

法定代表人 高艺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李顺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0738692437L 

注册资本（元） 49,901,293.00 

注册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 39号 

电话 024-23926825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 39号  110179 

主办券商 兴业证券 

会计师事务所 -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 - 

 

（二）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比例 

总资产 182,834,226.83 198,145,911.68 -7.7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2,615,510.97 165,223,884.00 -1.5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1.06% 16.62%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977,432.35 8,734,703.42 -43.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8,373.03 -2,016,909.27 -29.3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08,373.03 -2,016,909.27 -2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45,479.31 -14,806,219.03 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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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9.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9.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59% -1.3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1.59% -1.35%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管理费用 2,821,180.51 1,316,891.08 - - 

研发费用  1,504,289.43 -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三）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9,512,063 59.14% 0 29,512,063 59.1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6,573,585 13.17% 0 6,573,585 13.17% 

      董事、监事、高管 222,825 0.45% 0 222,825 0.45%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0,389,230 40.86% 0 20,389,230 40.8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9,720,755 39.52% 0 19,720,755 39.52% 

      董事、监事、高管 668,475 1.34% 0 668,475 0.13%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49,901,293 - 0 49,901,293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8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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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艺 26,294,340 0 26,294,340 52.69% 19,720,755 6,573,585 

2 高用武 7,134,840 0 7,134,840 14.30% 0 7,134,840 

3 沈阳达能企业

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3,800,000 0 3,800,000 7.62% 0 3,800,000 

4 沈阳浙商盛海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3,597,948 0 3,597,948 7.21% 0 3,597,948 

5 河南新安财富

节能环保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2,500,000 0 2,500,000 5.01% 0 2,500,000 

6 煜华尚和投资

管理（大连）有

限公司 

1,250,000 0 1,250,000 2.50% 0 1,250,000 

7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100,000 0 1,100,000 2.20% 0 1,100,000 

8 王帅 692,336 0 692,336 1.39% 0 692,336 

9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 0 500,000 1.00% 0 500,000 

10 东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99,000 0 499,000 1.00% 0 499,000 

合计 47,368,464 0 47,368,464 94.92% 19,720,755 27,647,709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高艺、高用武系父子关系；股东高艺为沈阳达能企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

人。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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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一） 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事项 
报告期内是

否存在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诉讼、仲裁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外担保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资金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

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合并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权激励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份回购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

的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失信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重要事项详情及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股份自愿锁定暨限制流通的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4年 10月出具《关于股份自愿锁定暨限制流通承诺书》，

承诺本人将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2.8 条

及《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锁定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4 年 10 月签署《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本人将不

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股份公

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构、经

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3）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4 年 10 月签署《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书》，承诺将

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其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并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及相

关规章制度规定的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和程序，以维护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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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管理层诚信状况的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4 年 10 月签署《关于诚信状况的声明》，声明最近两年

内本人没有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 规则等受到刑事、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

分；本人并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最近两年内本人没有对所任职（包

括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的情形；本人不存在个人负有数额较

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本人没有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等情况；本人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

任职资格和义务，不存在最近 24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公司股东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二）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为社会、投资者创造了相对较高的财富价值，同时依法纳税，切实履行了企业作为

社会人、纳税人的社会责任。同时公司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信对待供应商、客户和职工，促进

公司与社会和谐发展。 

 

（三）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1.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四） 董事会秘书变动情况及任职资格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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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一）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564,903.41 13,886,893.3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1,420,445.17 125,738,872.08 

其中：应收票据    5,162,301.19 

应收账款  111,420,445.17 120,576,570.89 

预付款项  1,251,075.69 2,259,711.62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678,442.52 2,086,776.4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5,461,032.69 46,587,030.43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5,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179,375,899.48 195,559,283.9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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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810,845.30 936,973.02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8,028.89 70,201.5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79,453.16 1,579,453.16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58,327.35 2,586,627.73 

资产总计  182,834,226.83 198,145,911.6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1,590,000.00 12,59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492,865.22 14,012,516.90 

其中：应付票据  274,600.00 590,382.50 

应付账款  8,218,265.22 13,422,134.40 

预收款项    551,773.12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113,495.64 5,391,335.66 

其他应付款  22,355.00 376,402.0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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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0,218,715.86 32,922,027.6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20,218,715.86 32,922,027.6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49,901,293.00 49,901,293.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5,562,397.85 35,562,397.8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976,019.30 7,976,019.3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9,175,800.82  71,784,173.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2,615,510.97 165,223,884.0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2,615,510.97 165,223,884.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2,834,226.83 198,145,911.68 

法定代表人：高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付凯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素英 

 

（二）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4,977,432.35     8,734,703.42  

其中：营业收入  4,977,432.35    8,734,7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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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7,579,519.11 10,749,099.23 

其中：营业成本  3,286,395.57 5,866,322.7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3,770.61        42,714.97  

销售费用     1,463,309.78     2,046,902.33  

管理费用  1,027,074.46 1,316,891.08 

研发费用  1,569,715.70 1,504,289.43 

财务费用  219,252.99      -28,021.28  

其中：利息费用       270,578.10        41,166.04  

利息收入        54,611.86        81,137.13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602,086.76   -2,014,395.81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602,086.76   -2,014,395.81  

减：所得税费用         6,286.27  2,513.4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608,373.03 -2,016,909.27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608,373.03  -2,016,909.27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08,373.03 -2,016,9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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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 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608,373.03  -2,016,909.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608,373.03    -2,016,909.27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 -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4 

法定代表人：高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付凯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素英  

 

（三）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7,190,145.66 9,531,468.52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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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57,515.42 881,281.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547,661.08 10,412,749.5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821,317.17 17,283,906.3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020,717.74 2,848,703.36 

支付的各项税费  5,655,913.25 1,510,707.4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695,192.23 3,575,651.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193,140.39 25,218,968.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45,479.31 -14,806,219.0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183,260.00 221,4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3,260.00 221,4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6,740.00 -221,4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000,000.00 1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000,000.00 1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77,468.12 40,60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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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177,468.12 40,6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7,468.12 9,959,4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06,207.43 -5,068,219.0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566,092.79 28,709,982.1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559,885.36 23,641,763.16 

法定代表人：高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付凯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