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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7                           证券简称：开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1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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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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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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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山股份 股票代码 30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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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军 姜珊珊 

办公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凯旋西路 9 号 浙江省衢州市凯旋西路 9 号 

电话 0570-3662788 0570-3662177 

电子信箱 yang.jianjun@kaishangroup.com jiang.shanshan@kaishangroup.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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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293,339.75 725,967,044.94 4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193,990.02 44,178,198.08 -2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1,744,159.49 40,657,082.82 -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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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145,270.36 38,815,882.07 42.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5 0.0515 -27.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5 0.0515 -27.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1.21%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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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2,218,462.03 5,029,383,256.37 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41,655,022.83 3,460,661,265.32 -3.4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63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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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山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54% 485,145,758 0   

曹克坚 境内自然人 5.80% 49,800,000 37,35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弘永

定价值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9,961,732 0   

浙江开山压缩机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0.76% 6,507,086 0   

姜文正 境内自然人 0.72% 6,180,000 0   

范学炎 境内自然人 0.54% 4,655,200 0   

景旻 境内自然人 0.51% 4,358,656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安科技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0% 4,280,000 0   

刘军 境内自然人 0.45% 3,892,719 0   

胡逸潇 境内自然人 0.45% 3,821,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485,145,75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6.54%，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曹克坚持有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34%的股权，为本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有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姜文正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18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180000 股；公司股东范学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69700 股外，

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1855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4655200 股；公司股东景旻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4358656 股，实际合计持有 4358656 股；公司股东刘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92719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892719 股；公司股东胡逸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1200 股外，

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60000 股，实际合

计持有 3821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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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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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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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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营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仍以螺杆式空气压缩机为代表的螺杆机械为主、其他业务为补充。主导产

品螺杆式空气压缩机能效水平、技术指标继续保持在行业内领先地位，并广为市场所认可，营业收入上升明显；生产经营规

模继续在国内居于前列。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驱动，紧紧围绕向全球有影响力的可再生能源运营企业和地热发电成套设备提供商战略转型的

目标，加大研发投入和团队建设力度，独创推出的以螺杆膨胀发电站为分布式电站核心设备的“一井一站”地热发电全新技术

路径，得到了海外地热发电市场的认可。报告期内，公司还收购了 Homestretch Geothermal 2010, LLC 在美国内华达Wabuska 

附近地热电站的开发权，此次收购对公司进入美国地热市场公司、开发南美地热市场及顺利转型为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和运

营公司具有重要意义。 

（二）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公司在报告期内，虽然传统业务压缩机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涨幅较大，但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下降30%，

主要原因：公司海外地热开发资金投入较大，尚未贡献收益；公司存款大幅下降，造成利息收入下降较多，且本期由于增加

了一部分银行的贷款资金，造成利息支出增加；2016年收购的奥地利LMF公司存在较大的季节性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729.33万元，同比上升49.77%；营业利润4592.66万元，同比下降17.02%；利润总额

4647.84万元，同比下降21.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19.40万元，同比下降27.13%。 

报告期内螺杆机械产品收入占比为84.33%；活塞式空压机产品占比3.52%；压力容器产品占3.09%；铸件产品占比2.02%；

其它收入占比7.04%。公司综合毛利率为25.6%，产品综合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上升3.97个百分点。 

（三）研发投入情况 

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支出为2560万元，同比增长了26.58%，公司研发投入保持逐年增长的态

势。公司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截止2017年6月已拥有各项专利111项。 

（四）内部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实施稳健的经营发展策略，一方面加强内部管理及控制，完善激励和考核制度，重视团队建设，

重视研发投入，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应对市场新局面，加大市场开拓和培育力度，努力为公司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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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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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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