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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8                       证券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2017014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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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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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

金红利 2.00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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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章鼓 股票代码 00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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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树鹏 陈超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明水经济开发区世纪大

道东首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明水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

东首 

电话 0531-83250020 0531-83250020 

电子信箱 sdzg@blower.cn sdzg@blower.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介绍： 

公司主营产品罗茨鼓风机、多级离心鼓风机、通风机等。罗茨鼓风机的应用范围较广，由于罗茨风

机具有较大的优点，其一压力随系统阻力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压力自适应性；其二具有强制送气的硬排

气特性；其三产品分档密，覆盖范围广，规格品种多，且密封形式式样，能够满足不同介质需要。 

离心鼓风机是我公司集多年设计和制造经验，为满足客户需求精心设计开发的新一代离心风机，该

产品是在多年设计制造低速离心风机基础上，采用多项专有技术而研制开发的高效节能产品，是集国内

外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最新产品。具有振动小、效率高、噪声小等特点。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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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钢铁、冶炼、制氧、水泥、食品、纺织、造纸、除尘反吹、水产养殖、污水处理、气力输送、空

气分离等各行业。 

我公司通风机本着经济性与性能最大程度匹配的产品定制理念，设计开发低、中、高压离心风机，

工业锅炉、窖炉用离心通、引风机。并依托国内风机行业知名专家及名牌大学科研技术，采用“量体裁

衣”模式，研制设计生产动叶可调轴流式风机、静叶可调轴流式风机、工业用离心式风机，为工业各行

业提供高效节能、环保、低噪、运转平稳的风机及配套产品，并为已应用的风机提供技术改造，优化风

机性能，提高风机运行的经济性和可靠性。与国内同类风机相比，具有设计效率高，调节范围广等特点。

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站、环保、矿山、冶金、石化、地铁、隧道、和风洞等行业。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在市场需求日趋多样化和差异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化情况下，山东章鼓多年以来针对市场做了明

确的区域划分，公司在全国各地有44个销售网点，根据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为适应市场发展要求，创新

思路，采取大区管理模式进行开展工作，使原有细化办事处结构发展到现在的大区销售管理模式。现在

的销售网点分大区办事处、代理处两种形式，分别遍布在全国的各个省份，所有的销售网点受总公司全

权领导、监督与管理，打造了一支“拉得出，冲的上，打的赢”的销售战队，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尝试“电子商务+网络销售”线上模式 

2016年公司开发了线上销售，专门成立了电子商务部和网销部，线上建立了网上商城、CC客服平台、

阿里巴巴、百度商桥等国内知名网络平台。利用网络平台资源优势，通过网上调研、大量搜集市场信息、

整合市场信息，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线下销售网点，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线下为主力，线上为辅助，线上

线下互动，形成合力，充份发挥互联网渠道优势使普通工业产品更好的服务于国内市场，也对公司产品

的推广和企业品牌的宣传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三）主要业绩及变化特点： 

鼓风机因所涉及的行业及产品自身特性等原因，所涉及的行业较广，新形势，新变化，主营产品在以

下行业中有较大的变化： 

1、气治理行业： 

近年来，国家坚定要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决心，让老百姓能呼吸一口清洁的空气，国家推出了强有

力的大气治理政策，影响着电力烟气脱硫、所有工矿企业锅炉烟气治理、钢铁窑炉烟气治理、焦化烟气治

理、水泥窑炉烟气治理等行业。在大气治理各工艺中，公司产品应用广泛，不止推动了罗茨风机的发展，

更大大带动了以前薄弱产品的销售，如通风机产品在焦化行业的销售，当时切入第一个业绩后，公司紧把

国家政策方向这一关，对焦化废气治理当做大事来抓，从摸治理行情，到工程公司，经过16年一年的工作，

成功的将一个业绩做成了一个行业，使通风机产品成为焦化烟气脱硫系统中的品牌产品。针对所有废气、

烟气、尾气排出源单位所属行业，公司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形成行业性的追踪，确保信息量的稳增，

及时对口的做好行业的宣传引导工作。对有决定、推荐能力的工程公司类单位，采取有效的战略合作方式，

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等措施，有效的保证了大客户的稳量增长。 

2、水治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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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大力发展环保水处理行业政策的推出，公司为适应市场，根据产品分类和盈利产品分析，市场

提高罗茨风机小风机的市场占有率及公司的知名度，特别调整了部分风机产品的销售政策，此两个系列产

品在水处理行业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及进展。16年全年，此系列产品销售翻倍，客户数量增加50%。效果明

显。 

3、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的带动 

近年来，国家产业政策倡导的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带动了变压吸附行业的发展，在钢铁行业、有色冶

炼等行业的窑炉改造，实现氧气助燃，提高燃烧效率等举措。同时大大降低了硫的排放量，也满足了环保

排放要求。公司罗茨风机在变压吸附行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要动力设备，直接刺激了公司相关系列产

品的增量。 

目前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而低碳经济的核心是低碳能源技术。推进低碳能源技术的

创新，加大低碳经济的投入，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根本途径，也是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建设资

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需要。低碳能源技术涵盖了可再生能源利用、新能源技术、化石能源高效

利用、温室气体控制和处理及节能领域。中国是一个煤炭大国，主要污染物也源于煤炭的燃烧，所以煤的

清洁燃烧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在一手抓排放的同时，也一手抓煤炭的清洁燃烧。主营业务产品在煤炭清洁利用和煤炭转化技术

工艺上也发挥起了重要作用，这将是带动公司主营产品的绝好时机，公司也将密切关注信息动态，确保主

营产品在其行业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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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481,282,073.06 446,135,108.42 7.88% 554,627,82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861,895.66 54,724,653.90 2.08% 76,047,38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708,433.46 50,207,029.43 2.99% 72,224,53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22,920.27 8,096,038.85 289.36% 58,466,020.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90 0.1754 2.05% 0.24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90 0.1754 2.05% 0.24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8% 7.36% 0.12% 10.0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030,353,444.13 982,173,659.24 4.91% 993,376,73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8,988,694.23 755,136,261.15 -0.81% 731,315,238.8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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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08,540,197.67 105,717,772.26 133,733,895.63 133,290,20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90,309.47 15,186,133.73 16,842,571.09 13,542,88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75,005.03 14,635,654.45 16,086,437.98 11,311,33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24,774.29 17,198,307.39 7,456,743.93 18,892,6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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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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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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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丘市公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3,000,000.00% 0 93,000,000   

方润刚 境内自然人 34,013,800.00% 25,510,350 8,503,450 

质押 4,150,000 

质押 3,680,000 

质押 3,330,000 

王崇璞 境内自然人 4,590,000.00% 3,442,500 1,147,5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146,700.00% 0 4,146,700   

牛余升 境内自然人 4,090,000.00% 3,067,500 1,022,500   

沈能耀 境内自然人 4,050,000.00% 3,037,500 1,012,500   

高玉新 境内自然人 4,023,100.00% 3,017,325 1,005,775   

许春东 境内自然人 3,720,000.00% 2,790,000 930,000   

熊润华 境内自然人 2,401,719.00% 0 2,401,719   

郭光文 境内自然人 2,180,000.00% 0 2,1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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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熊润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01,719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401,719 股；股

东郭光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8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18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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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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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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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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 年度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调整发展思路，调整公司短中期发展战略，推进公司转型升级，目前看这

些发展思路和想法切合实际，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2016 年度，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和管理层按照新的发展思路，立足主业，风机产品扎稳环保市场，提升

产品档次，增加技术含量,定位高端制造；止住磨机下降趋势，成功实现产品升级转型，公司开发的立磨

产品形成市场。2016 年上半年公司订单开始增加，全年订单增加三成。订单执行增加了全年业绩。 

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128.21 万元，与上年同比增加 7.88%，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加，主要是风机和磨机产品增加所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86.19 万元，与上年同

比增加 2.08%；报告期利润来源和利润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动。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成本为 30,856.67 万元，与上年同比增加 11.25%，原因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

及原材物料和人工费增加；销售费用为 3,907.84 万元，与上年同比下降 17.20%，原因为职工薪酬、差旅

费、运输费等减少所致；管理费用为 7,437.31万元，与上年同比增长 4.23%，原因为薪酬支出、研发经费

等增加所致；财务费用为-124.92 万元，与上年同比增加 147.59 万元，原因为本报告期大部分货币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计入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所得税费用为 744.22 万元，与上年同

比增加 7.91%，原因为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研发投入为 2,488.03 万元，与上年同比增加 7.87%，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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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报告期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152.29 万元，与

上年同比增加 2,342.69万元，主要因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及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

加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439.54 万元，与上年同比减少 6,479.77 万元，主要因本报告

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现金减少及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240 万元，与上年同比减少 3,420 万元，主要因为 2016 年分红数额比 2015 年减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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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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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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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给予确定，报告期新增 1 家子公司山东章鼓瑞益精密制造技术有限

公司，为 100%控股子公司。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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