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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7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8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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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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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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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重股份 股票代码 00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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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继伟 张锡刚 

办公地址 鞍山市鞍千路 294 号 鞍山市鞍千路 294 号 

电话 0412-5213058 0412-5213058 

电子信箱 aszk@aszkjqc.com aszk@aszkjq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矿山、建筑及筑路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公司产品包括大

型振动筛、给料机、破碎机、混凝土预制件成套设备、垃圾分选成套设备、稳定土搅拌站等。

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振动筛生产基地，振动筛的龙头企业，公司振动筛产品为国内第一品牌。 

    报告期内，受到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矿山机械行业需求放缓，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一定的

影响，公司立足矿山机械行业，保证公司产品在矿山机械领域内市场优势地位，同时公司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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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转型升级，持续加大建筑机械和餐厨垃圾处理机械的投入，公司已经成为建筑产业化成套

设备的专业供应商，公司产品混凝土预制件生产成套设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公司餐厨垃

圾处理机械项目已经有较大进展，已经实现多套设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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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93,624.33 161,574,436.42 -43.68% 234,388,37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22,157.49 6,228,780.98 -472.82% 46,825,55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817,887.96 -1,239,778.36 -2,063.12% 38,407,94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59,619.60 27,313,753.91 57.65% 547,091.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5 -440.00% 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5 -440.00%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1% 0.82% -3.93% 6.3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836,125,072.63 851,171,276.43 -1.77% 883,951,42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5,529,278.23 760,111,035.72 -3.23% 758,640,8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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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6,354,943.43 16,360,366.06 17,166,105.55 31,112,20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6,160.84 -9,001,431.21 -2,726,865.61 -12,510,02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5,181.52 -9,713,865.42 -3,303,641.47 -14,135,56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1,416.96 12,755,172.87 13,096,351.83 12,896,6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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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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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柱 境内自然人 24.86% 33,800,000 25,350,000   

温萍 境内自然人 13.83% 18,810,000 14,107,500   

杨琪 境内自然人 7.06% 9,600,000    

郭丛军 境内自然人 5.15% 7,000,000  冻结 7,000,000 

高永春 境内自然人 2.72% 3,700,000 3,700,000   

曾育才 境内自然人 0.98% 1,338,993    

鹏华资产－招

商证券－鹏华

资产大浪潮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98% 1,334,492    

杨永伟 境内自然人 0.88% 1,200,000 1,200,000   

海通资管－民

生－海通海汇

系列－星石 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84% 1,144,706    

鹏华资产－浦

发银行－鹏华

资产金润 2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1% 835,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杨永柱先生、温萍女士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两人为夫妻关系；杨琪女士为杨永柱先生、

温萍女士之女，杨永伟先生为杨永柱先生之兄弟。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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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国家供给侧改革将不断深入，国内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煤炭、冶金、矿山等领

域将会保持较低增速，上下游产业影响比较严重，毛利率的不断下降及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

使行业整体盈利能力逐步下滑。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公司通过预算费用控制与绩效考核挂

钩等手段有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根据市场情况主动调整营销策略、产品结构及营销布局，

合理调拨公司资源，积累技术，为未来行业转暖做好充足准备。 

   公司将继续引导振动筛行业技术发展，实施“振动筛+”战略，继续保持在国内煤炭、冶

金、矿山行业的市场优势，积极关注可再生能源领域和矿山生态修复领域，大力开拓海外市

场，目前产品已经出口到国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公司积极转型升级，持续加大建筑机械

和餐厨垃圾处理机械的投入，公司已经成为建筑产业化成套设备的专业供应商，公司产品混

凝土预制件生产成套设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公司餐厨垃圾处理机械项目已经有较大进展，

已经实现多套设备销售。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099.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3.68%，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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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利润-2322.2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2.82%。主要受国家针对煤炭、矿山、筑路行业

的政策及市场环境影响，导致国内煤炭、矿山、筑路行业产能过剩，相关产品价格、销量有

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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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直线振动筛 23,319,090.79 8,108,227.61 34.77% -62.45% -72.48% -12.68% 

圆振动筛 10,520,008.51 2,616,726.69 24.87% -59.96% -79.42% -23.53% 

备件 34,619,201.42 15,984,952.11 46.17% 3.65% -2.77%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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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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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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