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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7                           证券简称：开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6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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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瑛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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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0-3662177 0570-3662177 

电子信箱 yang.jianjun@kaishangroup.com 
jiang.shanshan@kaishangroup.com；
zhou.yingy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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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011,108.02 1,347,217,317.53 -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490,787.78 53,808,184.73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5,002,147.51 50,012,895.96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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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378,391.92 60,418,485.00 -163.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1.6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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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9,566,049.37 7,584,850,019.60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47,921,972.78 3,514,416,814.08 -1.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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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2% 495,262,198  质押 27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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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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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99% 8,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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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95% 8,134,397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0% 7,759,338    

孙立平 境内自然人 0.77% 6,6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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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永春 境内自然人 0.64% 5,460,405    

宁波拾贝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拾贝

回报 5 号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0.57% 4,885,000    

刘化霜 境内自然人 0.56% 4,7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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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262,19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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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刘化霜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792,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7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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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杆式空气压缩机因能效等各方面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产品性价比较高，竞争力较强，市场份额稳固。公司螺杆空气
压缩机生产经营规模持续处于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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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现了模块化井口地热电站的新模式，已初步得到了海外地热发电市场的认可。 

（二）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毛利率较上年有小幅

上升。报告期内重要子公司LMF公司经营情况较去年同期好转，亏损大幅减少；公司大部分螺杆主机已完成优化设计后的
更新换代，能效等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成本同比下降，效益逐步体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901.11万元，同比下降6.55%；营业利润6,799.95万元，同比下降8.01%；利润总额6,709.93

万，同比下降9.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49.08万，同比上升1.27%。  

报告期内螺杆机械产品收入占比为83.90%；活塞式空压机产品占比2.45%；压力容器产品占1.77%；铸件产品占比1.63%；其

它收入占比10.25%。综合毛利率为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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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5.67万元，同比增长24.71%，公司研发投入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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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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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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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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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