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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7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9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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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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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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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以宏 宋文臻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 1 号楼 B 座 32F 

传    真 （0531）86018518 

电    话 （0531）86920495  88725687 

电子信箱 sd000407@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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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进一步加快战略转型步伐，清洁能源天然气产业已形成公司第一大产业地

位，并保持快速增长，传统产业按公司既定计划陆续退出，公司产业结构转型宣告成功。 

1．报告期公司天然气业务板块实现销售收入超过 13亿元，报告期同比增长 82.74%。具

体工作情况如下： 

（1）报告期，公司坚定不移地走收购兼并之路，全力推进以城市经营权为主的成熟天然

气项目开发。公司着重开发发展前景好、收益率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项目，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顺利实现了与安阳北方胜利燃气有限公司、乳山华昌胜利燃气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工商登记为准）和淄博绿川燃气有限公司的合作，壮大了主营产业规模与效益，为公司天

然气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报告期，公司对天然气项目重新梳理，对几年来重点投资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和改进，促进公司项目管理工作更加规范。 

（3）报告期，公司天然气运营单位更加注重收益性与成长性：合作企业业绩稳步提升，

实现预期目标；公司 2014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企业定增全部完成业绩承诺。公司“村

村通”业务硕果累累，LNG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新能源领域探索初见成效。 

（4）报告期，伴随天然气业务结构的变化，公司城镇管网业务发展迅速，盈利能力持续

提升，但 LNG贸易、加工等业务因市场竞争激烈，因利差空间较小等因素，LNG加工工厂产

能利用率较低。 

2．燃气管道制造业为公司天然气业务协同产业，与天然气业务相互促进，报告期，公司

制定塑胶产业三年战略发展规划，致力于将“胜邦管道”打造成全国领先的聚乙烯管道制造

商。塑胶事业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努力做好产业“加法”，迅速扩大产能、布局全国市场，

重点开发中石油昆仑、重庆燃气、北京燃气等大客户，为新增产能投放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2016 年，根据各省市纷纷出台的“煤改气”扶持政策，抢抓政策新机遇，充分发挥品牌优势，

迅速实现新建项目达产。 

3．农化产业一是受环保因素的影响，部分厂区停产（见公司临时公告），相关资产存在

减值因素；二是市场需求疲软，产品销售不畅，销售收入大幅度下滑。公司农化产业主导产

品为玉米田除草剂，近年来国家调整农业产品结构，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减少了对玉米种植

财政补贴支持力度，受该因素影响公司农化主导产品销售受阻，造成公司及下游经销商该类

产品库存积压严重，形成较大的经营亏损；三是预计短期内农化产业无法取得足够的应纳税

所得额弥补前期以及当期形成的经营亏损，依据会计准则公司对农化产业不再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上述因素导致农化产业连年亏损严重。报告期公司对该产业着力进行退出工作，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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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目前，农化产业已实现战略退出，公司本阶段的产业转型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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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649,794,927.14 2,509,396,736.11 5.59 2,872,310,15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2,688,463.91 28,739,381.40 -1,118.42 36,702,77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7,525,481.07 26,241,267.64 -1,424.35 -228,87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1,133,175.59 65,493,949.13 -21.93 58,722,954.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04 -975.00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04 -975.00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8 1.61 下降 15.79 个百分点 2.9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元） 4,302,560,924.07 4,151,646,858.11 3.64 4,102,803,66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17,274,077.89 1,796,539,367.62 17.85 1,764,346,9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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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950,334.00 589,937,288.47 570,713,123.51 888,194,18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369,122.35 -34,901,008.81 1,032,680.81 -312,189,25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4,595.84 -40,557,779.27 -148,873.20 -308,893,424.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141,478.99 34,743,579.37 72,293,746.85 34,237,3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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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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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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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8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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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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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0 135,535,082 73,609,585 质押 135,496,200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荟

金胜利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9 50,946,958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6 48,939,641 48,939,641   

闫长勇 境内自然人 4.85 42,701,119 32,025,839 质押 23,485,615 

深圳前海厚润德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厚润德小市值三期私募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 28,888,858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平安资

产鑫享 7 号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16,313,214 16,313,214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鑫享 3

号资产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13,050,571 13,050,571   

平安资管－平安银行－平安资

产创赢 5 号资产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11,419,249 11,419,249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6 6,672,597 6,672,597   

广发证券－工行－广发金管家

新型高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6 6,672,597 6,672,5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第六、第七、第八名股东同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管理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林秀伟”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658,000 股，通过“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42,000

股，合计持有 5,900,000 股；股东“王金永"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1,850,628 股，通过“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61,200 股，合计

持有 2,911,82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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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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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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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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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1）概述 

2016 年，是公司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年，也是锐意创新、砥砺前行的一年。面对国内经济

增速放缓、天然气需求大幅回落和市场竞争加剧的严峻挑战，公司管理层贯彻“创新发展、

绿色共享”的指导思想，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截止报告期末，公

司完成了产业转型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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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50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3亿元，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1,118.42%，影响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主要影响因素：一是公司清洁

能源天然气业务在报告期稳步发展，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二是公司农化产业出现大幅亏损，

影响公司全年收益，目前公司已实现了该产业的退出，对公司提升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扣除已剥离的农化产业因素，公司业务保持快速发展。 

报告期，公司继续推进以城市经营权为核心的收购兼并，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天然气资

产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公司第一大产业天然气业务实现增速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3.0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2.74%，公司转型取得重要进展。报告期，公司一是着重开发发展前

景好、收益率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项目，为公司天然气业务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公司 2014

年度通过实施定向增发注入的天然气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增厚

了天然气收益。三是着力提升天然气资产运营质量，安全运营标准化体系逐步建立，场站服

务功能愈加完善。四是“村村通”业务、LNG贸易业务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对于传统产业，报告期公司一方面根据市场和产业发展情况，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分析

形势，创新与管控并重，实现了产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公司按既定的战略转型目标，

持续加快战略合作或退出的步伐，农化产业完成战略退出，公司产业结构转型宣告成功。 

报告期，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成功募集资金 6.5亿元，为公司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持，

降低了公司负债率，引进了战略合作伙伴，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2）核心竞争力分析 

天然气产业：（1）作为国家重点提倡的清洁能源，该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市场空

间；（2）与中石油、中石化等拥有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3）多层次、低成本的气源供应体

系，除中石油、中石化等供应的传统气源外，建立海外进口 LNG、焦气洁能等气源保障；（4）

高层次的专业化人才队伍，第一流的燃气管理能力；（5）搭建起覆盖天然气运输管线、城市

特许经营管网、加气母站及子站、焦气洁能、LNG加工厂等天然气业务领域的业务架构体系，

具有高度的协同效应；（6）专业化经营能力、创新能力；（7）拥有与多家投行等战略合作的

平台和资本支持体系；（8）天然气管道制造业务与公司天然气产业间具有业务互补和合作客

户共享优势；（9）公司天然气创新业务的发展。 

天然气管道制造产业：是国内最具实力的聚乙烯（PE）管道供应商之一，是中国塑料加

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和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核心成员单

位，作为聚乙烯管道行业著名品牌，多年来一直担当港华燃气、华润燃气、中国燃气、中石

油昆仑燃气、新奥燃气等燃气公司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品牌为该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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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①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报告期国际原油行情依旧萎靡不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天然气在工业燃料、发电、

化工和交通领域的利用受到抑制，卓创资讯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仅 2058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6%，天然气整体行业在报告期的增速受到较大影响。 

2016 年底，国家发布《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为未来天然气行业发展制定了路

径和目标，将为公司天然气产业发展带来契机。与此同时，中国从京津冀地区开始大力推广

气代煤等清洁能源的推广和应用，行业未来面临良好的发展时机。 

②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坚持“创新发展、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以“资本运作+产业运作”的战略思路推

进公司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全力推进公司发展。 

③经营计划 

在 2017年，公司一是继续以天然气城市经营权为核心，加快天然气跨越式发展；二是以

国家产业政策为引导，从产业链一体化推进公司业务纵深发展。 

④资金供需计划 

2016 年公司建立与公司发展相匹配的资金供需计划。除利用自有资金外，公司将打造并

购基金、信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等多渠道的融资体系，保障公司资金供需。 

⑤可能面对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I 公司可能面对的风险和困难 

天然气产业的目前的风险主要在于，一是成品油、煤炭等替代品价格处于低位，对于煤

改气、油改气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二是经济增速放缓对天然气用气量增长造成一定的影

响；三是不同区域环保力度存在差异；四是因市场竞争激烈和海外 LNG冲击，公司 LNG加工

工厂产能利用率较低。 

天然气管道制造业的风险主要受国家经济下行的影响，基础投资和房地产持续低迷，影

响管道行业发展。 

II 解决措施 

公司天然气产业，一是提升收购兼并的质量，积极推进增量扩张；二是提升产业运营能

力，实现天然气存量资产的保值增值；三是加快公司创新业务上下游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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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业务 1,308,633,016.44 87,165,001.31 17.91 82.74 124.37 下降 2.98 个百分点 

天然气管道制造业 676,462,131.02 18,738,164.35  15.28 0.55 -32.44 上升 3.59 个百分点 

成品油贸易业务 254,925,911.24 360,638.70  2.41 -37.15 112.21 上升 2.33 个百分点 

农化业务 402,433,738.29 -409,644,672.80  -1.39 -41.10 -441.56 下降 3.40 个百分点 

（1）天然气业务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天然气业务实现快速增长所

致； 

（2）天然气管道制造业营业利润下降，主要系因销售规模扩大，应收账款增加，导致期

末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成品油贸易业务营业利润较增加，主要系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4）农化业务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大幅下降，主要系一是受环保因素的影响，部分厂区

停产（见公司临时公告），相关资产存在减值因素；二是市场需求疲软，产品销售不畅，销售

收入大幅度下滑。公司农化产业主导产品为玉米田除草剂，近年来国家调整农业产品结构，

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减少了对玉米种植财政补贴支持力度，受该因素影响公司农化主导产品

销售受阻，造成公司及下游经销商该类产品库存积压严重，形成较大的经营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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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 

税金及附加 9,620,445.30  6,557,452.33  46.71 

销售费用 159,008,025.58 144,393,274.68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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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145,266,374.75 125,526,093.80 15.73 

财务费用 46,761,080.25 68,963,727.41 -32.19 

资产减值损失 327,799,877.16 10,066,516.94 3,156.3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200.00 -60,800.00 125.00 

投资收益 93,971,105.07 134,843,270.86 -30.31 

营业外收入 16,179,418.63 1,014,055.70 1,495.52 

营业外支出 16,854,014.02 2,166,363.38 677.99 

所得税费用 73,796,064.42 -14,544,202.70 607.39 

利润总额 -251,395,654.33  26,922,372.71  -1033.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2,688,463.91 28,739,381.40 -1,11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7,525,481.07 26,241,267.64 -1,424.35 

（1）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根据财政部 2016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印发<增

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 号）规定,自 2016年 5 月 1日始 “营业税金及

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

本公司根据该规定调整了相应会计政策，2016年 5月 1日之后的相关税费依据调整后政策由

在管理费用科目列示调整到税金及附加科目列示，导致同比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的利息支出的减少。 

（3）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子公司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主导产

品为玉米田除草剂，近年来国家调整农业产品结构，调减玉米田种植面积，减少了对玉米种

植财政补贴支持力度，受该因素影响公司农化主导产品销售受阻，造成公司及下游供应商产

品库存积压严重，因此导致公司存货、应收账款等项目发生了减值；另外其子公司东营胜利

绿野农化化工有限公司受环保因素停产，目前已处于终止生产状态，其固定资产因此出现了

减值，对其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准备计提；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部分也出

现闲置，由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其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北方

亚事评报字【2016】第 01-780号”资产评估报告，部分固定资产评估值低于账面净值，对该

部分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准备计提。 

（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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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预计负债

增加所致。 

（6）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根据税法计提的应交企业所得税较上期增加

以及前期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在本期转回增加所致。 

（7）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公司子公司山

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由于受市场因素影响，导致公司存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无形

资产等项目发生了减值，其子公司受环保因素停产，固定资产出现减值，上述因素叠加导致

了公司报告期净利润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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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2016年 12月发布的《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

号）规定,自 2016年 5月 1日始 “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

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本公司根据该规定调整了相应会计政策，2016

年 5月 1日之后的相关税费依据调整后政策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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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年2月，公司完成对霸州市胜利顺达燃气有限公司51%股权的收购，对其实施控制，

故本期将霸州市胜利顺达燃气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2016年9月，公司完成对大连胜益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51%股权的收购，对其实施控制，

故本期将大连胜益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3．2016年9月，公司完成对大连益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51%股权的收购，对其实施控制，

故本期将大连益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4．2016年12月，公司完成对淄博绿川燃气有限公司62.704%股权的收购，对其实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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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期将淄博绿川燃气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5．2016年12月，公司完成对安阳北方胜利燃气有限公司60%股权的收购，对其实施控制，

故本期将安阳北方胜利燃气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6．2016年1月，公司原子公司青州新能天然气有限公司，因业务部署需要经该公司股东

会议通过，转让其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具有控制权，故本期不再将青州新能天然气有限公

司纳入合并范围。 

7．2016年3月，公司原子公司山东陆宇商贸有限公司，因业务部署需要经该公司股东会

议通过，转让其100%的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该公司股权，故本期不再将山东陆宇商贸

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8．2016年4月，公司子公司山东胜信能源有限公司，因业务部署需要经该公司股东会议

通过，同时解散清算注销手续办理完毕，故本期不再将山东胜信能源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9．2016年8月，公司子公司东阿县东泰新兴液化气有限公司，因业务部署需要经该公司

股东会议通过，转让其51%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该公司股权，故本期不再将东阿县东泰

新兴液化气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10．2016年9月，公司子公司山东利华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因业务部署需要经该公司股

东会议通过，转让其100%的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该公司股权，故本期不再将山东利华

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上述各子公司的成立或注销均依据公司章程和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达到披露标准的均进行了临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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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章页）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鹏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