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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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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同意以公告实施 2017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

日在册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1.60元现金红利（含税）。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一重工 60003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友良 周利凯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8号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8号 

电话 010-60738888 010-60738888 

电子信箱 xyl@sany.com.cn zhoulk@sany.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机械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公司产品包括混凝土机械、挖掘机械、

起重机械、桩工机械、筑路机械。其中，混凝土设备为全球第一品牌，挖掘机、大吨位起重机、

旋挖钻机、路面成套设备等主导产品已成为中国第一品牌。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及零部件为汽车底盘、发动机、钢材、液压泵、主油泵、分动箱、

各种液压阀、回转轴承、遥控系统等。公司零部件的供应商相对比较集中，与供应商建立了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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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采购价格在签订采购合同时一次性确定，在零部件采购上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工程

机械产品具有生产周期较长的特点，公司部分进口部件的采购周期也较长，同时工程机械行业销

售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因此公司并不完全采用订单式的生产模式。产品销售模式主要有直

销模式和经销商销售模式两种，直销模式是指直接销售给终端客户；经销商销售模式是指公司将

产品销售给经销商，由经销商再销售给终端客户。 

工程机械行业是中国机械工业的重要产业之一。其产品市场需求受国家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规模的影响较大，下游客户主要为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投资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与宏

观经济周期息息相关。 

工程机械行业经历了近 5 年的持续深度调整，优胜劣汰效应显现，市场份额集中度呈不断提

高的趋势。2017 年来，国内外经济同步复苏，受基建投资增速、设备更新升级、人工替代、出口

增长等多重因素影响，工程机械行业的市场高速增长，行业整体盈利水平大幅提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8,237,690 61,554,967 -5.39 62,588,839 61,227,740 

营业收入 38,335,087 23,280,072 64.67 23,470,343 23,366,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92,253 203,457 928.35 4,961 138,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86,581 -313,500 669.88 -78,212 35,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497,604 22,717,403 12.24 23,439,295 22,670,7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564,501 3,249,450 163.57 2,696,916 2,135,9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733 0.0267 923.6 0.0007 0.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74 0.0267 901.5 0.0007 0.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69 0.89 增加7.80个百

分点 

0.02 0.6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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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9,376,807 9,831,013 8,951,250 10,176,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5,704 414,406 642,577 289,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96,639 303,157 545,566 241,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9,112 2,894,597 985,822 1,684,97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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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1,0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1,2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643,983,410 2,872,484,767 37.46   托

管 

1,166,016,59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梁稳根 0 285,840,517 3.73  无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0,396,622 209,027,847 2.73  未

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47,190,709 129,487,265 1.69  未

知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83,108,800 1.08  未

知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

合 

76,810,126 76,810,126 1.00  未

知 

 国有

法人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投连－创新动力 

67,067,813 67,067,813 0.87  未

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华富裕主题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867,479 65,867,479 0.86  未

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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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沪 

38,652,969 39,588,469 0.52  未

知 

 其他 

向文波 -2,500,000 34,371,189 0.45 500,000 质

押 

14,580,00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梁稳根、向文波及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构成一致

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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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

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三 一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可 转

换 公 司

债券 

三 一 转

债 

110032 2016 年

1月 4日 

2022 年

1月 3日 

4,396,880   每 年 付

息一次，

到 期 一

次还本，

最 后 一

期 利 息

随 本 金

的 兑 付

一 起 支

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2016

年 1 月 4 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

度。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发行人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

内支付当年利息。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4 日，支付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代码：

110032）自 2017年 1月 4日至 2018年 1月 4日期间的债券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同时维持“三一转债”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A+”。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4.71 61.90 -11.6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4 0.08 75.00 

利息保障倍数 5.42 1.06 4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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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3.35 亿元，同比增长 64.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2亿元，同比增长 928.3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65亿元，同比增长 163.57%。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582.3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4.98亿元。 

 

（一）产品市场地位稳固，销售强劲增长 

2017年，混凝土机械实现销售收入126.0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品牌。挖掘机械销售收入136.70

亿元，国内市场上已连续七年蝉联销量冠军，市场占有率超过 22%，特别是中大型挖掘机市场份

额提升较快。起重机械、桩工机械等产品继续稳固市场地位，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其中，100

吨级以上的汽车起重机、50吨级以上履带起重机产品市场占有率居于行业龙头地位。报告期内，

公司全线产品销售均大幅增长，其中挖掘机械增长 82.99%、起重机械增长 93.5%、桩工机械增长

145.52%。  

得益于公司经营质量提升与销售增长，公司盈利水平大幅提升，总体毛利率 30.07%，同比增

加 3.86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2亿元，同比增长 928.35%。 

（二）国际化取得新进步，业绩大幅增长 

2017年，实现国际销售收入 116.18亿元，同比增长 25.12%，毛利率同比增加 3.6个百分点，

领跑行业。公司海外各大区域经营质量持续提升，普茨迈斯特、三一美国、三一印度业绩指标全

面增长，三一印度率先突破 10 亿元销售规模。  

公司坚决推进国际化、深耕“一带一路”，总体产业布局和“一带一路”区域吻合度高。报告

期内，公司推进国际化营销体制转型，调整海外销售机构及负责区域，提升公司对海外市场的反

应能力与服务能力，效益与效率均有大幅度的提升。公司积极推进海外人才本地化与制造本地化，

普茨迈斯特、美国、印度的管理团队本地化基本完成。  

（三）经营质量显著提升，在外货款风险可控  

2017年，公司把握风险与周期，更加注重经营质量与风险管控工作，量变产生质变，公司经

营质量有质的提升，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在外货款风险可控。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85.6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63.57%，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应收账款周转率从上年的 1.19 提升至 2.10，通过强力的风险穿透与管控措施实现逾期货款风险

可控，逾期货款总额大幅下降、逾期率控制在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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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周转率从上年的 2.90 提升至 3.87；期间费用费率大幅下降 3 个百分点，其中，利息支

出较上年减少 3.51亿元，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比较上年下降 2.50个百分点。  

2017年底，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54.71%，较年初下降 7.19个百分点，公司财务结构非常稳健。 

（四）公司品牌形象进一步提升 

梁稳根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刘永东当选十九大党代表，三一重工

成为《财富》2017 年“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唯一上榜的工程机械企业公司，张德江委员长视察

三一长沙产业园，赞扬三一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公司品牌形象持续提升。 

（五）业务转型取得实质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的举高消防车、环保智能渣土车、创业孵化器、军工等新业务转型并取得了

实质进展。 

公司基于成熟的混凝土泵车折叠臂架技术及泵送技术研制举高消防车已进入批量生产与销售

阶段。公司继续加大消防车研发力度，研制系列新品：开发 23米长臂主攻消防车，具有消防灭火

与破拆两种主要功能，用于解决商场等闷顶式建筑灭火难题；开发冲锋消防车，可以冲入火场内

部，实施快速侦查、灭火的特种轮式装甲消防车，填补市场空白；开发 62米高喷消防车，适用于

大型厂房、港口、石化企业、大型商场、文体中心等大跨度建筑的灭火救援。 

公司研制的具有国内领先环保节能水平的智能渣土车已实现产品系列化，进入批量生产与销

售阶段，已在全国 20多个省份实现销售。 

湖南三一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报告期内累计孵化企业已超 200 家，获批科技部“智能制造国

家专业化众创空间”，长沙市人民政府授予“长沙市智能制造孵化基地”，获湖南省经信委授予三

一众创“湖南省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2017年 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五研究

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军用、军民两用水陆两栖特种装备研制开发方面达成合作意

向，该合作将推进公司由陆地装备进入水中装备行业。  

（六）研发创新成果显著 

截至 2017年底，公司累计申请专利 7501项，授权专利 6218项，申请及授权数居国内行业第

一。2017年，公司陆续推出多款极具竞争力的创新产品，代表性新产品主要包括： 

1、2017 年推出 SY395H、SY365BH、SY750H 三款矿山重载系列挖掘机，公司重载系列产品已

可满足中大型矿山型谱覆盖。其中，SY395H工作装置及四轮一带强化，整机可靠性大幅提升，油

耗和效率达到同吨级产品国际水平；SY750H挖掘力作业效率达到同吨位最优，油耗、协调性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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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产品。  

2、SYM5171TPJ30混凝土喷浆车：最大喷射高度 17.5m，最大喷射宽度 30m，最大喷射能力 30m

³/h，适用于中型和大型断面尺寸隧道、廊道和边坡的混凝土喷射支护施工。  

3、SYM5180THBES30C-8泵车：采用豪华高性能三一底盘及全数字液晶仪表，全系标配发动机

功率大（199KW），扭力足（1000Nm），泵送油耗较其他品牌节约 20%以上，适合农村工况；臂架最

大垂直布料高度 30.1米，可覆盖农村 5层以内楼房施工需求。  

4、SCC1000履带起重机：风电吊装全新产品，在起吊重量、起吊高度及灵活性上独具优势，

在同吨位不带超起功能的条件下，混合主臂长度世界第一。  

5、SAC1300S全地面起重机：臂长 73m，起重性能领先，全地面底盘，场地适应性强，底盘性

能指标全面领先，上车应急设计，动力失效时可应急操作，零部件配置及可靠性高。 

6、SCC3200A 履带起重机：中大吨位起重机领域又一标志性明星产品，超强的盾构吊装能力

（10m半径载荷能力 217t），全面覆盖市场上盾构机的吊装；最大单件运输重量 45t，满足全球运

输标准；其控制系统、操控性能、新型吊装工况均处于领先水平，可拓展至风电检修、火电、城

市建设等领域，实现一机多用。 

7、SSR220AC-8压路机：三一“压得快”系列新一代明星产品，采用更大排量的油泵及马达，

适用更加恶劣工况，施工效率比机械式高 15%；液压件寿命长，可靠性高；维修保养简单方便，

整车无气路，无离合摩擦片，无制动片，操作简单；驾驶室减振效果达良好级，后视野达国际标

准 1m ×1m。 

8、SAP60C-6履带摊铺机：针对中小型履带摊铺机市场需求，注重高效、低成本的设计理念，

投入市场以来，其摊铺效果已得到客户的普遍认可，提高整个国内摊铺机行业的水平。 

（七）成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与股权激励，员工士气与活力高涨  

建立并完善宽覆盖、多层次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研发人才、营销人才、潜力人才及企业再造人才

实施股权激励，加大对研发创新项目的激励力度，员工收入与满意度大幅提高，员工士气高涨，

生产率大幅提升。 

（八）公司在报告期内获取的部分荣誉 

1、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先生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先生当选“丝绸之路商务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 

3、三一重工荣获《财富》（中文版）2017年最受赞赏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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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一重工荣获中国工程机械用户品牌关注度第一名。 

5、三一重工荣获中国品牌节最高荣誉“华谱奖”。 

6、三一重工荣获“2017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 

7、三一重工入选国务院“双创示范基地”。 

8、三一重工“SSC1020风电专用起重机项目”荣获“湖南省创新奖” 

（九）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开展情况 

1、会议召开及董事履职情况 

2017年，公司董事会先后主持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1次，临时股东大会 3次，董事会 15次。 

各位董事恪尽职守，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的职权范围

和内容履行职责，督促、检查经营班子贯彻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所做出的各项决策，确保了公

司经营管理工作的合规、有序、稳健开展。 

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担保、股权激励回购注销、聘任高管等事项

发表了专业建议，做出了客观、公正的判断，为公司重大决策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提高了决策的

科学性和客观性。 

2、投资者权益保护情况 

（1）充分保障投资者信息知情权 

2017年度，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无差错、无违规。在遵循信息披露原则的前提

下，公司尽可能增加与投资者交流与沟通的机会，主动组织投资者路演和反向路演，完善了公司

与投资者交流渠道，积极协调公司高管、事业部营销总监、经销商总经理，就公司战略、生产经

营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2）高额现金分红回报投资者 

2017 年 8 月，公司实施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

税），现金分红 76,579,870.78 元。2017 年 10 月，公司实施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现金分红 152,871,713.48元。 

截止 2017年底，自 2003年上市以来累计向股东现金分红 72.23亿元、派送红股 57亿股、转增股

本 15亿股。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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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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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和《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 2017 年度财务报表。该变

更对公司 2017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合并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参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 

 


