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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7                           证券简称：开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3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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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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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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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58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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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衢州市经济开发区凯旋西路 9 号 浙江省衢州市经济开发区凯旋西路 9 号 

传真 0570-3662786 0570-3662786 

电话 0570-3662177 0570-366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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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螺杆空气压缩机、螺杆膨胀发电机及应用于其他领域螺杆压缩机的研发、制造，以及开拓螺

杆膨胀发电机在海外地热发电市场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应用。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空气压缩机的研

发、制造，螺杆空气压缩机能效等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制造规模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在各行业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公司螺杆膨胀发电机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全球领先，符合能源梯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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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节能减排需要，除在国内余热余压低品位能源回收利用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外，近年来公司以螺杆膨胀发

电技术和成套设备为分布式电站的核心关键设备，独创推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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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大力开拓海外地热发电应用市场，并已初见成效。公司正在向全球领先的可

再生能源运营跨国公司和地热发电成套设备提供商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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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221,283,308.82 1,727,536,375.78 28.58% 1,637,867,15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356,801.78 99,455,722.57 4.93% 175,962,28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942,953.70 82,590,755.26 17.38% 171,120,86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324,545.44 81,661,712.69 118.37% 14,428,838.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2 0.00%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2 0.00%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6% 2.93% 0.13% 5.2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5,983,242,368.04 5,029,383,256.37 18.97% 4,225,255,97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81,306,333.60 3,460,661,265.32 -2.29% 3,330,620,4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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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227,118.02 583,066,221.73 571,400,044.45 562,589,92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81,796.42 14,212,193.60 32,144,113.87 40,018,69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659,141.00 14,085,018.49 30,574,669.27 34,624,12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53,019.72 31,692,250.64 -52,571,328.24 175,750,6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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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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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山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54% 485,145,758  质押 160,000,000 

曹克坚 境内自然人 5.80% 49,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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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 7,606,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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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平 境内自然人 0.68% 5,8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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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 5,700,035    

范学炎 境内自然人 0.55% 4,702,300    

胡逸潇 境内自然人 0.45% 3,866,100    

钱永春 境内自然人 0.44% 3,760,600    

胡文峰 境内自然人 0.39% 3,36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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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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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驱动，紧紧围绕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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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海外地热发电市场的开发力度，克服各种困难大力推进海外地热项目

建设。公司开拓海外地热发电市场的努力和独创推出以螺杆膨胀发电站为分布式电站核心关键设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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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司海外地热市场开拓除已在

美国、匈牙利、印尼地热发电市场初见成效外，还在肯尼亚、土耳其等国地热发电市场取得了实际进展；

在传统压缩机业务领域，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抓好新一代更高能效螺杆主机的研发和更新换代等新产

品开发，持续提高产品性价比，不断完善产品谱系，并在控股股东和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创新商业模式，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并举，将节能技术优势、成本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提高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2,128.33万元，同比上升28.58%；营业利润13,174.70万元，同比上升10.71%；

利润总额13,103.97万元，同比上升0.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35.68万元，同比上升

4.93%。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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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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杆机 1,732,260,573.30 1,260,341,400.09 27.24% 33.22% 30.02%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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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列报

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7,713,401.46元，营业外支出329,860.27元，调增2016年

度资产处置收益7,383,541.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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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收购SGI公司的事项 

2017年1月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KS ORKA公司完成了SGI公司95%股权收购， KS ORKA公司对SGI公司持有95%股权，

并持有Sokoria 30MW地热项目的PPA（Power Pruchase Agreement）协议。公司实际以2美元和继承原股东欠款212.81万美元

方式，收购SGI公司95%股权，此项收购形成商誉13.37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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