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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华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星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昭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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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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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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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339,675.85 3,174,718,626.11 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610,489,251.56 2,441,970,661.91 6.9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9,655,362.20 17.29% 1,514,663,048.51 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4,755,088.39 43.50% 167,560,485.05 4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7,093,982.38 47.77% 159,095,603.05 4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3,530,107.68 238.45% 308,157,971.59 66.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7 43.46% 0.094 48.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7 43.46% 0.094 48.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0.74% 6.64% 1.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01,041.0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213,791.0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203,392.9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69,854.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46,943.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454.14  

合计 8,464,882.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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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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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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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笃学 境内自然人 20.79% 370,632,922  质押 130,000,000 

周利飞 境内自然人 3.50% 62,481,300 60,315,947 质押 30,157,974 

廖鹏 境内自然人 3.36% 59,848,405 44,886,285   

张义贞 境内自然人 1.47% 26,253,500    

#苏乾坤 境内自然人 0.91% 16,309,061    

杨成三 境内自然人 0.76% 13,570,070 10,177,552   

潘悦然 境内自然人 0.67% 11,878,272    

欧阳志羽 境内自然人 0.52% 9,351,417 7,013,483   

李璞 境内自然人 0.52% 9,351,370 7,013,483 质押 6,093,677 

杜川 境内自然人 0.52% 9,351,337 7,013,48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赵笃学 370,632,922 人民币普通股  

张义贞 26,253,500 人民币普通股  

#苏乾坤 16,309,061 人民币普通股  

廖鹏 14,962,120 人民币普通股  

潘悦然 11,878,272 人民币普通股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晶浩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9,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曹文浩 8,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毛韦明 8,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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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 7,596,612 人民币普通股  

赵笃生 4,9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赵笃学与赵笃生是兄弟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苏乾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854,127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454,934 股；

股东刘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840,178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756,434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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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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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科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增减变化 原因 

货币资金 430,563,634.01 257,691,891.69 67.08% 
主要是公司应收款项回款及票据到期托收所

致。 

其他应收款 30,290,828.39 16,499,824.39 83.58%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煤机产品销售订单增加，

相应的投标保证金增加；二是公司合理利用资

金，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225,306,908.23 331,586,300.94 -32.05%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票据到期托收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68,589,593.72 182,823,699.33 46.91% 主要是公司合理利用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预收款项 267,869,144.96 170,652,360.47 56.97% 
主要原因是公司煤机产品销售订单增加，销售

收入增加，致预收款项增加。 

未分配利润 384,497,766.28 216,937,281.23 77.24%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主营煤机产品销售收入增

加，利润率上升，利润增加；二是公司网络游

戏版块，本期收益较好。 

科目 2019年1-9月（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变化 原因 

销售费用 86,636,120.84 65,571,912.60 32.12% 
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煤机产品本期产品销售

收入增加，相应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010,817.63 4,321,867.42 -30.34% 
主要是公司合理利用资金，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9,891,141.01 1,156,100.00 755.56% 
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0,723,959.82 4,510,659.52 137.75% 主要是本期公司参股子公司盈利较好所致。 

营业外收入 912,277.47 3,289,920.38 -72.27% 主要是公司本期债务重组利得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4,958,339.89 3,360,164.18 47.56% 
主要是公司部分设备陈旧，已无法使用，申请

报废所致。 

所得税费用 56,494,954.94 39,632,517.37 42.55% 
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煤机产品本期产品销售

收入增加，利润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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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7,900 26,460 0 

合计 37,900 26,46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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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华涛 

2019 年 10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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